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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梅州市工作委员会

关于梅州市 2021-2022 年度“红领巾奖章”
三星章评选结果的公示

各县（市、区）少工委，市直属学校少工委：

根据《关于开展梅州市 2021-2022 年度“红领巾奖章”

三星章评选工作的通知》（团梅市联〔2022〕4 号）要求，

经基层推荐、市少工委审核，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示，公示

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9 日至 9 月 23 日。

如对获奖个人（集体）名单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市

少工委实名反映，反映事实要清晰具体，以单位名义反映情

况的应加盖单位公章，逾期及匿名反映恕不受理。如无异议，

“红领巾奖章”三星章获奖个人（集体）的正式公告文件、

奖章（奖牌）制作将以公示信息内容为准。联系人：刘怡新，

联系电话：0753-2201002，工作邮箱：mzgqtxsb@163.com。

附件：1.梅州市2021-2022年度“红领巾奖章”三星章个人名单

 2.梅州市2021-2022年度“红领巾奖章”三星章大队名单

3.梅州市2021-2022年度“红领巾奖章”三星章中队名单

 

少先队梅州市工作委员会 

2022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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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梅州市 2021-2022 年度“红领巾奖章”三星章
个人名单

市  直

李熠明 少先队梅雁中学大队 708中队

王伟钧 少先队梅雁中学大队 804中队

叶芷涵 少先队梅雁中学大队 707中队

潘林源 少先队梅雁中学大队 802中队

陈灏雨 少先队梅雁中学大队 708中队

陈美玲 少先队梅雁中学大队 804中队

张子鸣 少先队梅雁中学大队 802中队

刘祖欣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701中队

李裕珠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804中队

黄子纯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805中队

张镱楠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802中队

梁芮锦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805中队

丘梓姗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702中队

洪怡坚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802中队

凌英耀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708中队

彭怡懿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803中队

钟舒苗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7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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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棋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702中队

姚秋苑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702中队

何亦滢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810中队

何亦清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808中队

杨云茗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702中队

李霏铭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804中队

张雯苑 少先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810中队

黄欣陶 少先队梅州市东山学校大队 816中队

张雨杨 少先队梅州市东山学校大队 811中队

李  烨 少先队梅州市东山学校大队 815中队

陈宇彬 少先队梅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大队听障三年级中队

刘兰兰 少先队梅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大队视障二年级中队

陈翊萌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814中队

谢宇霏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804中队

胡镓宝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16中队

吴一凡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14中队

陈嘉璇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11中队

杨怀远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03中队

吴宸铭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05中队

张桓彬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02中队

蓝婧芸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812中队

曾泺滔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10中队



- 4 -

陈景科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814中队

叶睿诗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812中队

罗文昊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01中队

杨芷彤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10中队

肖  瑶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03中队

陈诗涵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03中队

何睿琛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04中队

叶柯君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13中队

郭朵怡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801中队

刘思琳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803中队

陈珉峥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811中队

黄梓珺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13中队

梅江区

李  茂 少先队梅江区东山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2中队

谢智超  少先队梅江区东山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4中队

刘开心  少先队梅江区东山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301中队

李泓霆  少先队梅江区东山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2中队

吴以桓  少先队梅江区东山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301中队

林显祺  少先队梅江区东山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301中队

蔡诗诗  少先梅江区队东山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4中队

刘婉怡  少先队梅江区东山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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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梓萌  少先队梅江区东山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4中队

李品嶙  少先队梅江区东山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1中队

罗思盈  少先队梅江区白宫学校大队 502中队

李银英 少先队梅江区白宫学校大队 703中队

陈佳慧 少先队梅江区白宫学校大队 604中队

丘诗琦 少先队梅江区白宫学校大队 702中队

李慧君 少先队梅江区白宫学校大队 501中队

黄楚妤 少先队梅江区白宫学校大队 602中队

曾诗媛 少先队梅江区白宫学校大队 604中队

钟逸宸 少先队梅江区白宫学校大队 701中队

黎玉凤 少先队梅江区白宫学校大队 504中队

温子钰 少先队梅江区西阳学校大队 603中队

赵顺杰 少先队梅江区西阳学校大队 703中队

刘雅榆 少先队梅江区西阳学校大队 701中队

郑钧楠 少先队梅江区西阳学校大队 804中队

黄  可 少先队梅江区西阳学校大队 801中队

叶雪琪 少先队梅江区西阳学校大队 701中队

赵子鹏 少先队梅江区西阳学校大队 804中队

罗  骏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2中队

湛淼欣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2中队

丘  诺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303中队

徐雯莉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2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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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伊琳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306中队

朱梓梒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4中队

蓝  兰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306中队

陈奕龙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201中队

田紫嫣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6中队

叶文铠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2中队

陈攸佳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6中队

陈淑婷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6中队

温子璇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6中队

陈弈斐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杨渲钰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1中队

陈紫萱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304中队

龚昌奇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5中队

廖可欣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5中队

刘俊锋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3中队

钟妙菡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李诗琪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304中队

潘子涵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1中队

罗锦泓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2中队

林诗懿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202中队

陈雯慧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206中队

沈圣炜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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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恩睿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203中队

刘  莹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703中队

刘丰毓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703中队

罗雅渲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706中队

林俊泽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201中队

刘治宏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201中队

黄玥涵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703中队

陈依琳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403中队

张  琳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701中队

陈子悦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301中队

谢锦萱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101中队

罗梦程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303中队

古泽信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202中队

古泽诚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202中队

吴熠辉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温子琳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叶英钰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古锦强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古钰英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曾晨好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陈小路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陈  晨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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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泫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古琳岚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曾思睿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李婕妤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毛宝琳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陈煜欣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张嘉誉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205中队

张烜乐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张劲熠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李思佳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李宛霖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刘恒经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马文贤 少先队梅江区东厢小学大队 301中队

吴晨熙 少先队梅江区东厢小学大队 302中队

吴雨轩 少先队梅江区东厢小学大队 401中队

黄圣铭 少先队梅江区东厢小学大队 201中队

梁圣依 少先队梅江区东厢小学大队 101中队

刘  宸 少先队梅江区东厢小学大队 401中队

孙菲曼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405中队

邹進斌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503中队

梁家韬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301中队

王熙雅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4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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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菲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501中队

吴紫涵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601中队

邹诚锐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301中队

钟可裕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408中队

潘熠暄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302中队

谭若琳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明睿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407中队

张嘉懿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307中队

巫祉曦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203中队

吕臻威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301中队

黄沚龙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404中队

杨奕晨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304中队

吴芷善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204中队

齐若溪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302中队

李嘉怡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205中队

董欣怡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404中队

谢梓琪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405中队

邬陪蓓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405中队

邹尚妤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307中队

李昕倚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307中队

郑粤升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402中队

范文琳 少先队梅江区光远小学大队 5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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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嘉颍 少先队梅江区光远小学大队 502中队

邹东霖 少先队梅江区光远小学大队 402中队

曾家欣 少先队梅江区光远小学大队 202中队

杨宇岚 少先队梅江区光远小学大队 302中队

陈孟馨 少先队梅江区光远小学大队 501中队

宋怀梓 少先队梅江区光远小学大队 404中队

凌诗琪 少先队梅江区光远小学大队 601中队

凌晨芮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201中队

温梓强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404中队

罗梓凌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405中队

陈语潼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306中队

曾子晗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202中队

李妤彤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506中队

林芷晴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503中队

钟佳裕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503中队

叶隆楷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607中队

黎梓涛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606中队

郭霆暄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101中队

罗映儿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508中队

刘昶宏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202中队

周均岳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502中队

徐斯楷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408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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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萌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406中队

谭定宇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303中队

罗诗芸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504中队

罗煜玲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403中队

巫佳易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307中队

曾梓悦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305中队

麦辰晞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302中队

吕彦德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403中队

黄睿洋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李宥凝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504中队

何悦尧希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508中队

李奕萱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107中队

周依诺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608中队

王俞童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604中队

李嘉逸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403中队

刘亦昕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502中队

梁梓桐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601中队

江昱萌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507中队

李子睿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606中队

温夏玮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401中队

管玥桐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605中队

朱芊禧 少先队梅江区华斯顿外国语小学大队 2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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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梓溏 少先队梅江区华斯顿外国语小学大队 202中队

王裕涛 少先队梅江区华斯顿外国语小学大队 601中队

杨景铄 少先队梅江区华斯顿外国语小学大队 202中队

陈品睿 少先队梅江区华斯顿外国语小学大队 602中队

刘豫林 少先队梅江区华斯顿外国语小学大队 601中队

杨锦穗 少先队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圣龙 少先队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301中队

郑锶雨 少先队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502中队

易思铭 少先队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302中队

罗梓湉 少先队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402中队

丘  洋 少先队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402中队

罗梓涵 少先队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601中队

邹诗萍 少先队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302中队

孙文淋 少先队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401中队

凌晨皓 少先队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301中队

蔡思梅 少先队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丹盈 少先队梅江区黄遵宪纪念中学大队 704中队

张心然 少先队梅江区黄遵宪纪念中学大队 701中队

吴柳菲 少先队梅江区黄遵宪纪念中学大队 703中队

曹龙辉 少先队梅江区黄遵宪纪念中学大队 701中队

张珺怡 少先队梅江区黄遵宪纪念中学大队 701中队

温愉君 少先队梅江区黄遵宪纪念中学大队 801中队



- 13 -

廖  琳 少先队梅江区黄遵宪纪念中学大队 701中队

黄  静 少先队梅江区会文学校大队 703中队

曾静豫 少先队梅江区会文学校大队 701中队

吴梓聪 少先队梅江区会文学校大队 701中队

古宇恒 少先队梅江区会文学校大队 703中队

潘  怡 少先队梅江区会文学校大队 702中队

吴  颖 少先队梅江区会文学校大队 701中队

曾子翔 少先队梅江区肩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邓志宏 少先队梅江区肩一小学大队 501中队

徐子茵 少先队梅江区肩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邹清宇 少先队梅江区肩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何安琪 少先队梅江区肩一小学大队 402中队

张栩荣 少先队梅江区肩一小学大队 402中队

刘羽旋 少先队梅江区肩一小学大队 602中队

古愉涵 少先队梅江区肩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廖舒婷 少先队梅江区肩一小学大队 501中队

丘珍妃 少先队梅江区肩一小学大队 501中队

罗佳琳 少先队梅江区肩一小学大队 302中队

邝紫彤 少先队梅江区肩一小学大队 302中队

张舒媛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401中队

陈昱伶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405中队

邓棋尹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4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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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怡年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402中队

刘羽涵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401中队

林子渝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506中队

梁轩诚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406中队

朱佳睿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506中队

熊偲妤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402中队

熊佳琦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404中队

何俊熹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601中队

林  玥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507中队

陈艾彤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507中队

吴晓珺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602中队

梁梓栋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506中队

黄程涵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407中队

廖俊宇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407中队

张  慧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504中队

郑立可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301中队

方薏雯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501中队

解嘉程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501中队

钟雯淇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503中队

罗  昱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504中队

刘籽桐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302中队

汤梓萱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3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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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润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401中队

赖思薇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502中队

张尉雯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504中队

罗佳钰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404中队

林子馨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401中队

郭沁婷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504中队

郭佳琦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304中队

王铠渝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思瑶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402中队

周弋丰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501中队

刘俊浩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503中队

古诗淇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404中队

陈梓灵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603中队

彭美静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302中队

陈均昊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206中队

黄琪轩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205中队

曾钰涵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204中队

赖思宇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202中队

姚钟润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201中队

刘元安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201中队

罗雨彤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402中队

何昱钧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4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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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煜城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404中队

叶俞伶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303中队

刘羽涵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302中队

刘俪儿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302中队

陈梓祺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403中队

刘楚萱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504中队

张  曦 少先队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 504中队

熊  熠 少先队梅江区乐育小学大队 601中队

王子睿 少先队梅江区乐育中学大队 702中队

吴佳茵 少先队梅江区乐育中学大队 701中队

张根荣 少先队梅江区乐育中学大队 706中队

李  莹 少先队梅江区乐育中学大队 706中队

许裕琳 少先队梅江区乐育中学大队 703中队

谢佳欣 少先队梅江区乐育中学大队 701中队

谢国润 少先队梅江区乐育中学大队 701中队

韩杏闰 少先队梅江区乐育中学大队 701中队

曾棋靖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307中队

梁  煜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505中队

刘逸勋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604中队

陈诗琪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601中队

赖雅馨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607中队

钟奕涛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5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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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梓茵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503中队

丘子珊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604中队

李柳慧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601中队

徐显尧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405中队

杨抒墨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602中队

陈张湟瀚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506中队

吴思娜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601中队

陈宏华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601中队

谢云帆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508中队

刘炜彬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403中队

汤政璋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306中队

赖智鑫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403中队

吴禹柯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506中队

冯诗蕾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502中队

吴梓荧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407中队

饶宸睿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402中队

曾子凤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606中队

陈子皓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605中队

冯梓骏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504中队

刘泳悦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502中队

陈涛华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605中队

涂箫圻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3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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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皓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602中队

谢嘉鄂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中学大队 806中队

何佳裕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中学大队 702中队

张钦欢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中学大队 704中队

古慧茹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中学大队 707中队

黄梓林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中学大队 701中队

张宇嘉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中学大队 701中队

肖钧键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中学大队 703中队

林  婵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中学大队 701中队

卢永东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中学大队 806中队

曾可欣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中学大队 702中队

叶  坤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中学大队 702中队

侯宇宸 少先队梅江区美华小学大队 501中队

邓宝琪 少先队梅江区普育小学大队 303中队

李  沁 少先队梅江区普育小学大队 603中队

蔡睿科 少先队梅江区普育小学大队 602中队

卢  静 少先队梅江区普育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  静 少先队梅江区普育小学大队 601中队

徐城城 少先队梅江区普育小学大队 601中队

古亿盛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202中队

刘彥歆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503中队

丘荣寅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5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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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思仪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706中队

林恩子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303中队

钟博楠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206中队

洪嘉萱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305中队

郭蓝忆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403中队

宋帝辰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304中队

刘籽缨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306中队

李鸿霖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302中队

孙忻潞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603中队

李樱梓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603中队

杨涵梦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601中队

胡育煇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602中队

谭晨希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401中队

刘骐瑞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703中队

刘思雨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702中队

李明睿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808中队

黄恋岚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602中队

刘宇轩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503中队

林静娅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403中队

廖琬筠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502中队

王语涵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505中队

熊芷琪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5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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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梓溱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506中队

朱梓睿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304中队

黄梓意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305中队

陈家誉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303中队

宋锴祺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306中队

危嘉萌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408中队

谢雅雯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202中队

林蓉锋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605中队

凌梓钰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202中队

王煜婕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303中队

黄  晞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407中队

陈嘉烨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601中队

钟  艾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606中队

吴梦瑶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杨佳蕙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402中队

耿羽欣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404中队

戴思桐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309中队

叶婧雯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202中队

罗  钰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404中队

徐懿钰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407中队

张晟益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503中队

朱子堃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5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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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依馨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侯亦淳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叶绮雯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梁敏怡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刘雪岚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蓝天琪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钟宇琪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李  灵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罗子煊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黄锦添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温雨桐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朱鹏颖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何萌熔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侯  可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谢  悠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危梓冰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谢承希 少先队梅江区水白中学大队 708中队

谢思妮 少先队梅江区水白中学大队 805中队

吴丽颖 少先队梅江区水白中学大队 706中队

朱  婷 少先队梅江区水白中学大队 805中队

黄晓君 少先队梅江区水白中学大队 806中队

邓心冰 少先队梅江区水白中学大队 807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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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铃灵 少先队梅江区水白中学大队 808中队

黄雅婷 少先队梅江区水白中学大队 807中队

张  炣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301中队

陈壵苹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503中队

蓝  焜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302中队

刘宇航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401中队

吴瀚阳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202中队

李梓睿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301中队

侯辰越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301中队

刘羽扬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301中队

曾  畅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401中队

江梓瑶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201中队

周子榆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201中队

胡愉渲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501中队

邓韵佳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601中队

谢雨杭 少先队梅江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402中队

陈思婕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304中队

郑莹莹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503中队

谢佳妤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302中队

张竣鑫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302中队

廖沂晨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501中队

刘思淇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5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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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璐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401中队

黄燊权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503中队

陈施涵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502中队

李  想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401中队

刘辰熙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301中队

李锦娴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503中队

黄雨芬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403中队

周琦璇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601中队

李煜华 少先队梅江区西街小学大队 603中队

王嘉裕 少先队梅江区元城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李泓鑫 少先队梅江区元城小学大队 301中队

谢雨芩 少先队梅江区元城小学大队 301中队

彭肖棋 少先队梅江区元城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李思然 少先队梅江区元城小学大队 101中队

张妍希 少先队梅江区元城小学大队 402中队

文  乐 少先队梅江区长沙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梁婷婷 少先队梅江区长沙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徐韵茗 少先队梅江区长沙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李坤生 少先队梅江区长沙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叶梓阳 少先队梅江区长沙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刘梓跃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605中队

陈  康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6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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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卓娜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304中队

叶依莜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501中队

朱珈仪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507中队

黄韵桐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605中队

丘晨希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505中队

叶玮婧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604中队

周一一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601中队

梁晨睿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508中队

梁韵琪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304中队

邓伊廷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504中队

凌依娴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502中队

谢佳滢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406中队

梁斯淇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308中队

刘昉晴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502中队

叶雅儿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405中队

侯雨宸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602中队

黄梓涵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203中队

温馨怡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303中队

熊芸慧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508中队

李骐羽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503中队

潘宁城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403中队

罗浩元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6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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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佳豪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505中队

张婧怡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302中队

彭湘媛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501中队

曾佳琪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506中队

刘沁洳 少先队梅江区作新小学大队 507中队

杨圣年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404中队

温庭源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208中队

巫皓霖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303中队

黄瀞怡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401中队

朱爱良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404中队

梁舒琳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205中队

钟思琪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502中队

陈俞霏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208中队

杨雨瑞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504中队

古凯森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404中队

江昕宸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201中队

张展航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504中队

李雨洙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201中队

熊  琳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501中队

谭棨蓉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501中队

管芯晨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201中队

宋子夏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30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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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好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303中队

宋梦龄 少先队梅江区西街小学大队 603中队

丘锦煊 少先队梅江区西街小学大队 201中队

李嘉琪 少先队梅江区西街小学大队 601中队

蔡雨瑶 少先队梅江区西街小学大队 603中队

彭  珍 少先队梅江区西街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紫嫣 少先队梅江区西街小学大队 601中队

李煜华 少先队梅江区西街小学大队 603中队

黄俊瑜 少先队梅江区嘉应中学大队 803中队

吕  晴  少先队梅江区嘉应中学大队 706中队

陈婧柔  少先队梅江区嘉应中学大队 707中队

袁铭灏  少先队梅江区嘉应中学大队 709中队

姚芮霖  少先队梅江区嘉应中学大队 701中队

王建鑫  少先队梅江区嘉应中学大队 812中队

黄栩龙  少先队梅江区嘉应中学大队 808中队

陈  滢  少先队梅江区嘉应中学大队 807中队

侯梦洋  少先队梅江区嘉应中学大队 810中队

吴承峰  少先队梅江区嘉应中学大队 809中队

梅县区

谢心玲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01中队

陈嘉豪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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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鑫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06中队

李思绮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07中队

何  嘉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07中队

曾梓滢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08中队

利福彬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08中队

杨佳敏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09中队

许煊梓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09中队

范凯斌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10中队

张嘉栋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10中队

张珂莹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13中队

林诗雨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14中队

张家裕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14中队

李雯静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14中队

洪金杰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15中队

邓锦巨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15中队

赖嘉军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17中队

刘远卉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3中队

罗志祺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5中队

黄雨馨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5中队

李思瑜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6中队

温建城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6中队

晁  萌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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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锋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6中队

丘宇浩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7中队

刘沅芷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7中队

温彤彤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7中队

刘一铭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8中队

曾子钰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8中队

谢圣鹏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8中队

李婧薇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8中队

雷  尧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29中队

余诗梦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32中队

李  莹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734中队

林楚航 少先队梅县区径义中学大队 701中队

张诗敏 少先队梅县区桃尧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张  妍 少先队梅县区桃尧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梓佳 少先队梅县区桃尧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赖韵诗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中学大队 703中队

温  婷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中学大队 703中队

余蓓蓓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中学大队 701中队

陈艳玲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203中队

钟梓良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陈芸平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205中队

黄怡雅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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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芊羽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刘子晴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陈钰涛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黄依晨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钟晓威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谢  政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潘棋烁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黄诗平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邓子钰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刘  妍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丘欣芷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陈琳如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潘丰宜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王艺敏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何锦浩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王晶怡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郑增强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王均林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镇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王晟盛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镇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黄雄辉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镇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郑曼如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镇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王琪钰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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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晶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王威翔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镇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王美露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黎思华 少先队梅县区松南中学大队 701中队

李圣荣 少先队梅县区松南中学大队 702中队

邓佳燕 少先队梅县区梅北中学大队 702中队

叶晓燕 少先队梅县区梅北中学大队 701中队

邓梦莹 少先队梅县区瑶上中学大队 601中队

李嘉耀 少先队梅县区瑶上中学大队 602中队

叶龙锐 少先队梅县区瑶上中学大队 701中队

罗嘉铭 少先队梅县区瑶上中学大队 702中队

邱  钰 少先队梅县区瑶上中学大队 801中队

叶盈意 少先队梅县区瑶上中学大队 801中队

罗佳红 少先队梅县区瑶上中学大队 801中队

黄梓润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钟玮洛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宋王毅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洪樱恒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黄梓恒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210中队

李小鲁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210中队

黄雨薇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刘国瑞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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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龙辉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314中队

罗沁琳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306中队

邹梓涛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曾鑫怡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306中队

郑梓瑶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余致淳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罗敏君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314中队

郑泽宇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黎如钰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李  想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413中队

林诗祺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曾倚墨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413中队

梁翊伦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507中队

熊灿灿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511中队

邹俊楠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黄煜晋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黄胤豪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506中队

陈  锴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508中队

王  妍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509中队

何琪琪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508中队

谢嘉琪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余  玥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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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依婷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宋成武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汤雨馨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李世东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蔡思洋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608中队

刘  婷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608中队

黄晞茹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608中队

廖雨幸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609中队

李金雨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609中队

王雯萱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611中队

曾钧珊 少先队梅县区梅西中学大队 601中队

余日香 少先队梅县区梅西中学大队 802中队

凌瑾瑜 少先队梅县区梅西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凌静怡 少先队梅县区梅西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凌  婉 少先队梅县区梅西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罗彩婷 少先队梅县区梅西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曾宇涛 少先队梅县区梅西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邱雨凡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1中队

何铭昊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1中队

林嘉威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2中队

罗晓仪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2中队

陈  璐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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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沅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3中队

杨柳晴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4中队

黄梓铭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4中队

钟子煜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5中队

郑雅玲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5中队

卢华媛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6中队

卢梓锋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6中队

林佳馨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7中队

朱沈圳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7中队

刘锶潼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301中队

孙怡霏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302中队

谢梓苑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303中队

熊梓妍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304中队

温靖雯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305中队

林烨莹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306中队

邓馨妍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307中队

李  瑶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308中队

徐子欣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309中队

李圣煌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310中队

曾海裕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503中队

韩思晨 少先队梅县区广益中学大队 501中队

赖新芳 少先队梅县区广益中学大队 6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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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心怡 少先队梅县区广益中学大队 602中队

范剑锋 少先队梅县区广益中学大队 701中队

邹宏业 少先队梅县区广益中学大队 702中队

卜俊良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11中队

房佳妍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廖宇丹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7中队

李佩陵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蓝子韵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11中队

刘嘉宝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7中队

卜依嘉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1中队

张煜琳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7中队

梁梦萱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205中队               

朱怡蒙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106中队               

熊梦琳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7中队

刘宇阳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209中队

卜文斌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熊诗垚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罗  颖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刘洁如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梁夏瑜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2中队

叶雨嫣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207中队

谢宇欢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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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梦菲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姝瑶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9中队

卜嘉怡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7中队

张裕翔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中学大队 701中队

梁晨怡 少先队梅县区梅南中学大队 701 中队

周婷婷 少先队梅县区梅南中学大队 701 中队

张艺馨 少先队梅县区高级中学大队 704中队

廖  洢 少先队梅县区高级中学大队 704中队

王茹雅 少先队梅县区高级中学大队 704中队

肖芷琦 少先队梅县区高级中学大队 805中队

李仕韬 少先队梅县区高级中学大队 808中队

梁  韵 少先队梅县区高级中学大队 703中队

龙栩润 少先队梅县区高级中学大队 802中队

林凤怡 少先队梅县区高级中学大队 707中队

陈佳欣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1中队

陈金梅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1中队

吴嘉妤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1中队

李梓豪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2中队

邱  悦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2中队

黄子杰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2中队

夏子妮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3中队

吴  导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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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晨镱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3中队

朱可欣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4中队

谢梓淇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4中队

钟清泓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4中队

吴雨轩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5中队

姚奕峣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5中队

罗绍博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5中队

李丰波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6中队

邹晓琳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6中队

罗子卿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606中队

邓申昱 少先队梅县区石扇镇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陈思錡 少先队梅县区石扇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邓  洁 少先队梅县区石扇镇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赵威翔 少先队梅县区石扇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黄诗涵 少先队梅县区石扇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朱恩骏 少先队梅县区石扇镇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郑逸铠 少先队梅县区石扇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张佳好 少先队梅县区石扇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张以沫 少先队梅县区大坪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卢思筠 少先队梅县区大坪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彭  欣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中学大队 701中队

温秋霞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中学大队 7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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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舒妮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中学大队 703中队

刘子阳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中学大队 704中队

钟展望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中学大队 705中队

彭佳慧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中学大队 706中队

房曼玉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中学大队 707中队

谢家和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中学大队 708中队

李梓煜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401中队

叶俊乾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407中队

吴佳璇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406中队

陈芳瑜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505中队

叶  铮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201中队

郭佳玲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401中队

梁益涛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506中队

曾晓凡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603中队

张彭粲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503中队

罗文希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504中队

赵彦达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304中队

巫雨桐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606中队

蓝榕榕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607中队

蓝焱露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501中队

曾熊子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502中队

张浩乾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5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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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燕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605中队

杨润钰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501中队

张芷怡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205中队

王沁怡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602中队

庄雪柔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601中队

汤宇恒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607中队

肖皓楠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402中队

徐可千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604中队

赖美慧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中学大队 701中队

赖水锈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中学大队 702中队

廖文清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中学大队 706中队

丘至立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中学大队 801中队

谢镇锋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中学大队 804中队

李林铷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松南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曾骏锋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林静钰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余俊彬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307中队

巫诗宇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李梓滢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306中队

葛梓婷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魏一凡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李嘉雯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官坪小学大队五年级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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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雅淇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胡晓雪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李思萍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廖紫琦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506中队

温敏敏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许宇萱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506中队

钟惠琼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付宇洋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李佳佳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蓝可可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黎金灵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廖力弘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黄炜森 少先队梅县区第一职业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3中队

余思棋 少先队梅县区第一职业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601中队

黄梓滢 少先队梅县区第一职业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602中队

俞安琪 少先队梅县区第一职业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1中队

谢佳栩  少先队梅县区第一职业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404中队

姚悦佳 少先队梅县区上官塘水库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李清流 少先队梅县区上官塘水库小学大队 501中队

黎柔婷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余佳瑜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刘钰芊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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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燊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李嘉阳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宋裕嫣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307中队

李铭媤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306中队

曾广渝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罗  杭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温韵茹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张永晨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潘梦煜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407中队

骆诗琪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廖培嘉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407中队

李嘉欣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408中队

郭恩琪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409中队

阮可欣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410中队

宋馨怡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林嘉文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506中队

叶坤昊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温芷圆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陈果毅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508中队

刘  曦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林诗晴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吴贵扬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509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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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如画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507中队

徐语璐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郭狄轩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吴洋锋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508中队

黄晓慧 少先队梅县区城东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李佳丽 少先队梅县区城东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蓝广赐 少先队梅县区城东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黄露慧 少先队梅县区城东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李炅蕊 少先队梅县区城东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丘宇可 少先队梅县区城东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乐乐 少先队梅县区城东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杨  舒 少先队梅县区城东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邹圣文 少先队梅县区城东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熊欣霓 少先队梅县区华侨中学大队 702中队

余梓钰 少先队梅县区华侨中学大队 720中队

罗宇婷 少先队梅县区华侨中学大队 722中队

张胤乐 少先队梅县区华侨中学大队 720中队

李秋平 少先队梅县区华侨中学大队 708中队

钟艺馨 少先队梅县区华侨中学大队 719中队

潘晓榆 少先队梅县区华侨中学大队 707中队

沈鑫斌 少先队梅县区华侨中学大队 709中队

刘华精 少先队梅县区华侨中学大队 70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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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琪 少先队梅县区华侨中学大队 706中队

吴泓晖 少先队梅县区华侨中学大队 710中队

张腾静 少先队梅县区荷泗小学大队 502中队

曾梦晴 少先队梅县区荷泗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佳愉 少先队梅县区荷泗小学大队 602中队

曾  锐 少先队梅县区石坑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李  淇 少先队梅县区石坑镇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邹钟玲 少先队梅县区石坑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温堇汐 少先队梅县区石坑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温心怡 少先队梅县区石坑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邹芷琳 少先队梅县区石坑镇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温梦婷 少先队梅县区石坑镇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薛诗茵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101中队

杨  蓉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105中队

钟佳琦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古诗钰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205中队

凌艾琳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饶佳榮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李宣丞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谢韵琦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307中队

张懿青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黄梦婷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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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心怡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林思余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廖怡铮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叶锦伦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钟  均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李  莹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钟佳恒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李思博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506中队

谢金珊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207中队

林诗怡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308中队

陈锐志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310中队

杨芯萍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311中队

叶佳容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407中队

温如珊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507中队

邓雅妍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508中队

叶昕荭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杨绮满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李诗琳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黎欣颖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叶嘉钰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杨志聪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李梓琪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2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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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梓林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李圣琳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叶子珊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钟茜楠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李恩淇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王淑涵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李宛停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谢雨宸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101中队

邹雨萱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201中队

黄雨彤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302中队

张  佳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304中队

黄  好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廖晨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403中队

陈鸿宇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404中队

林嵘芃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501中队

陈梓欣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502中队

吉睿琦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502中队

吴佳佳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503中队

房芷汐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601中队

钟小玉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602中队

温晗玉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誉豪 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6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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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馨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101中队

刘凯贤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102中队

潘思晨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103中队

郑云尹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104中队

丘崇信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105中队

谢依静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106中队

戴亦晴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107中队

王诗茵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108中队

曾  甜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109中队

李德龙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110中队

黄彦瑄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111中队

邓子灏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112中队

温焘钺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113中队

温梓怡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201中队

杨梓萱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202中队

宋宜桓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203中队

李梓萱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204中队

黄语晨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205中队

韩宇祥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206中队

邓艾馨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207中队

杨镓璐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208中队

罗梓嫣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209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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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苏琪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210中队

李梓琳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211中队

胡秋琳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212中队

石梓钰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301中队

古书宇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302中队

邹梓煜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303中队

邹佳梅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304中队

朱芯怡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305中队

丘佳豪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306中队

房玮彤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307中队

陈贞予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308中队

陈嘉佳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309中队

刘梓妍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310中队

钟美娜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501中队

王铭心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502中队

黄依妍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503中队

潘欣晨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504中队

陈宇婷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505中队

李钟萍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506中队

巫奕霖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507中队

麦梓达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508中队

刘紫铃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509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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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彬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401中队

钟欣恬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402中队

马文琳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403中队

张凯栋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404中队

曾子涵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405中队

叶敏君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406中队

王堰凌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407中队

廖佳瑜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408中队

曾丽琳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409中队

韩秋丽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李雨菲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604中队

杨芷涵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601中队

洪睿怡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603中队

温嘉宁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606中队

叶佳怡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609中队

刘杏芸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605中队

刘  琳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607中队

温彩玲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608中队

何钰雯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602中队

余梓嘉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203中队

伊怡然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5中队

曾梓珊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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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嘉怡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6中队

凌  荧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6中队

李镕滨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9中队

陈  宸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9中队

曾嘉怡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9中队

郭济鸣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8中队

黄诗玥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3中队

陈柳彤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3中队

陈宥鹰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3中队

李梓娴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3中队

钟梓洋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301中队

巫佳易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08中队

吴诗涵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08中队

廖梓毅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2中队

梁城锋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2中队

侯鹏杰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2中队

饶雨嫣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09中队

赖瀚涛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09中队

谢明谕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11中队

黄梓楠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04中队

蔡毅娜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01中队

卢芷涵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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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钰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1中队

陈诗佳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1中队

张园鹦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1中队

孙筱雅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1中队

罗紫宁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4中队

程  诺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4中队

丘依滢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4中队

曾亦白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10中队

王婧妤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03中队

刘君浩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03中队

杨子涵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03中队

陈威权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06中队

何馨妍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06中队

吕梓康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510中队

谢柔婷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702中队

李  颖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706中队

吴雅婷 少先队梅县区梅江中学大队 701 中队

温银丽 少先队梅县区梅江中学大队 702 中队

谢  玄 少先队梅县区桃尧中学大队 701中队

张子羽 少先队梅县区桃尧中学大队 702中队

李佳慧 少先队梅县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梅州实验学

校大队 3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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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浠桐 少先队梅县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梅州实验学

校大队 303中队

杨梓玉 少先队梅县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梅州实验学

校大队 401中队

钟弘烨 少先队梅县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梅州实验学

校大队 403中队

罗海婷 少先队梅县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梅州实验学

校大队 503中队

黄晓彤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3中队

郑嘉豪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3中队

李梓涵 少先队梅县区程冮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李妙涵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陈思宏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邓子昕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7中队

邹梓烨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0中队

余梓彤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1中队

林  芊 少先队梅县区程冮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凌梓涵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熊奕泓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刘益祺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邓明轩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8中队

潘心仪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9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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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绮珊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0中队

宋锦茹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1中队

王思然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2中队

刘铭骏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3中队

吴昊阳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4中队

许诗聆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余晓楠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肖  颍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3中队

张家怡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9中队

徐媛媛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1中队

洪浩源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8中队

李伟钊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12中队

丘梓轩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潘炫羽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张  赫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7中队

林祺雅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8中队

温凯铖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8中队

李奕曈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13中队

凌  楚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13中队

王婉晴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利鑫煜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11中队

钟彧琅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1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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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榆婷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7中队

梁  鸿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6中队

张林燊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秦文涛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黄钰琦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11中队

温斯煌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8中队

邝辰芯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9中队

吴嘉榆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13中队

郑思灵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潘雅琳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林怡君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徐奕智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张  洁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王嬿雅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李奕萱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赵君豪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吴文涛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刘源涛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林嘉良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6中队

李鸿泰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6中队

何  琳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7中队

谢诣航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7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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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静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8中队

陈淼钰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8中队

吴  涛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9中队

李梓鸿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09中队

何嘉辉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0中队

陈海鑫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0中队

罗思雅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1中队

侯睿杰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1中队

张家旋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2中队

尤子昊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2中队

洪安雅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3中队

洪涵彬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3中队

李  钰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4中队

黄  栋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4中队

叶  杨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5中队

吴熠欣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5中队

李思佳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6中队

吴桐辉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616中队

李昀默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9中队

张芯悦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11中队

张梓欣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8中队

周炳桦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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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敏君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9中队

陈家豪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13中队

罗雅暄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黄  琎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黄  潇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12中队

柯君如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7中队

王晓敏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14中队

张钰琳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12中队

黄子焌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12中队

卢嘉懿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曾梓媛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12中队

刘子涵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10中队

罗怡雯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王康俊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蔡楷沣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10中队

张愉辉 少先队梅县区程风中学大队 701中队

古智慧 少先队梅县区梅南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梁  淦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中学大队 805中队

林  亿   少先队梅县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301中队

王程冉 少先队梅县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301中队

黄永权 少先队梅县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601中队

王  冲   少先队梅县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6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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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锋 少先队梅县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601中队

凌诗怡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宋佳豪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黄帅超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谢思熠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蔡旖婷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巫宇珊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潘雲舒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刘子瑗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宋志雄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宋思霖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谢政涵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宋芷琪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韦嘉婷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钟芷涵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兴宁市

黄伟博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01中队

何润锋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02中队

谢宇沄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02中队

陈昕怡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03中队

吴钰洋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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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潼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08中队

吴睿楠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08中队

何宇佳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09中队

李  晨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09中队

曾子昕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10中队

罗苏睿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10中队

曾雁利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11中队

陈嘉莉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12中队

陈嘉宁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12中队

刘芊羽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14中队

陈易政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15中队

何佳宸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15中队

刘柯妍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16中队

吴蓝梦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116中队

谢良烨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01中队

钟依彤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02中队

王梓雄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03中队

温雪茹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03中队

陈佳鑫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05中队

陈睿萱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05中队

陈睿锋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06中队

谢睿祥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07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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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权铭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07中队

丘睿涛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09中队

温梓铭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09中队

陈博文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10中队

罗梓政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10中队

何洛琦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13中队

刘宇铖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13中队

陈佳佳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14中队

何晟栐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14中队

石鑫瑞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14中队

黄科扬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15中队

黄振杰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15中队

肖俊垚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15中队

康子易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16中队

杨紫轩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216中队

罗梓瑶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廖思宇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02中队

钟瑞琳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02中队

罗铭诚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钟梓涵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黎芳睿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04中队

曾  震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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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鹏鹏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06中队

罗婷婷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07中队

罗梓涵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07中队

刘晨希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08中队

钟佳柔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08中队

曾文婕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09中队

饶  爽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0中队

邹子辰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0中队

罗子昕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1中队

刘远屹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2中队

余婧妍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3中队

张夕瑶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3中队

张煜杰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4中队

叶梓煊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6中队

钟梓铭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6中队

何铭涛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7中队

伍梓弈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7中队

吴蓝宸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7中队

刘梓伊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8中队

陈芷琳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9中队

吴昱晨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19中队

沙铠锋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20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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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韵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20中队

陈  晨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21中队

李沐洋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22中队

张智晟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22中队

罗  丹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23中队

孙至城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323中队

陈韵晴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彭幸楠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廖梓萍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2中队

陈文奇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陈玟霏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邓冠华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李柏朝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刘佳宁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刘彦柔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曾智怡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4中队

黄语辰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5中队

刘子睿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6中队

刘紫楠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6中队

陈皓楠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9中队

刘烨龙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9中队

朱锐淇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09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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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琳芸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10中队

张恒宇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14中队

孙烨钏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415中队

邹骐岳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1中队

邓  樾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2中队

胡雪垚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2中队

李汶徽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2中队

石纷爱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2中队

薛宇桐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2中队

张悠洋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2中队

廖慧琳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3中队

范子琳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4中队

郭梓涵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4中队

罗琳琳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5中队

杨若涵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5中队

刘  君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6中队

余凯兴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6中队

罗芯雨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7中队

杨睿鹏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9中队

陈俊涵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10中队

刘  凌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10中队

陈寅思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1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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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璐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11中队

陈恺乐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12中队

丁  皓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12中队

李梓玉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12中队

范淑婷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13中队

郭润娴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13中队

雷雨轩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13中队

刘子茹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13中队

陈诗瑶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14中队

陈熙棋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勋祺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1中队

吴君昊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2中队

刘嘉睿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3中队

伍祖锋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3中队

曾慧灵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4中队

何琦峰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4中队

刘梦霖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5中队

曾一凡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6中队

黄辰锐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6中队

古轩瑞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7中队

黄懿雯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7中队

黄嘉瑜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8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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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清如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08中队

赖小瑞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10中队

肖浚楠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11中队

刘苏恬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12中队

刘梓童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12中队

张梓滢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12中队

张家蓉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13中队

石昊炜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14中队

张子龙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14中队

胡睿琪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15中队

罗嘉棋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615中队

侯致翧 少先队兴宁市第二小学大队 401中队

张文杏 少先队兴宁市第二小学大队 405中队

何婧涵 少先队兴宁市第二小学大队 408中队

杨岳荣 少先队兴宁市第二小学大队 503中队

刘沁缘 少先队兴宁市第二小学大队 504中队

黄梦瑶 少先队兴宁市第二小学大队 509中队

肖立颖 少先队兴宁市第二小学大队 603中队

陈嘉润 少先队兴宁市第二小学大队 604中队

刘欣瑜 少先队兴宁市第二小学大队 610中队

张裕豪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102中队

钟思承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1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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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梦婷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304中队

李梓瑶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306中队

江谷涛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308中队

刘浩明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310中队

黄琪淇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404中队

饶智丰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406中队

张梦庭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406中队

唐婉茹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409中队

罗  恒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501中队

李瑞涛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502中队

洪嘉棋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505中队

李梓铭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505中队

曾梓莹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601中队

陈佳懿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605中队

肖佳伟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708中队

李宇平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715中队

彭震锋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803中队

曾博睿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805中队

何冠乔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807中队

李龙辉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812中队

廖  瑀 少先队兴宁市汉芬小学大队 206中队

饶家瑞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101中队



- 64 -

罗锐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101中队

吕雨儒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102中队

饶家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102中队

刘  阳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103中队

黄升勇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103中队

钟涵怡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104中队

潘怡宁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104中队

钟子涵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105中队

陈筠慧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105中队

钟昱欣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106中队

陈梦璐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106中队

魏梓琳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钟浩铭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光童欣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钟子晴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钟羽桐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203中队

刘  媛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203中队

李铭睿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张钰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罗凌静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205中队

朱美灵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205中队

饶婧菱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2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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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禹辰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206中队

石子润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王俊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李梓嘉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何梓昊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钟沁柔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张子怡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304大队

刘美玲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304大队

张嘉帆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杨梓涵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丘可平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罗  婷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刘  灿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彭美玲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刘家烨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刘蔚祥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陈晓程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石  颖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陈家璐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李鹏祥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陈琳琳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陈  晨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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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梓欣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陈若妍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王  婧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罗佳旋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潘  滢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何梓涛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陈柳婷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刘俊峰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王宇扬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蓝瑞佳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冯文博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黄  睿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刘鸿鑫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陈佳欢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李振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陈宇熙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罗幸茹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黄嘉瑞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陈梓嘉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606中队

刘  锐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606中队

廖梓浩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606中队

谢奕安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1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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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铧斌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101中队

曾懿宸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102中队

何碧妍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201中队

郭祉辰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201中队

丘宇峰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202中队

陈静华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202中队

巫梓柔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301中队

李可心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301中队

巫雨梦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302中队

赖文浩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302中队

丘羽霞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401中队

张洛瑜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401中队

蓝宇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402中队

黄子莹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501中队

袁家安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501中队

廖彤玥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502中队

巫梓萍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502中队

钟倪欢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601中队

李柳君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601中队

潘佳艳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602中队

曾梦锌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三小学大队 602中队

张  琦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1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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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锐杰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102中队

王梓唯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201中队

刘梦婷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榆秋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302中队

朱晓琳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401中队

温佳淇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401中队

罗昕圻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403中队

李可盈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501中队

钟杏幸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502中队

刘  馨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502中队

黄雨桐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601中队

叶睿珊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601中队

吕梓锋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五小学大队 602中队

张鑫煜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201中队

刘瑜晨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301中队

钟昕蕾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301中队

赖琪钰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302中队

何嘉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302中队

廖芷晨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303中队

曾子洋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401中队

戴佳佳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401中队

刘嘉博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4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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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敏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401中队

陈浩源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401中队

王浚枫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402中队

李嘉乐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402中队

陈艾琳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402中队

黄金沣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403中队

张莹莹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403中队

彭凯彬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501中队

何梓莹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501中队

傅佳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502中队

张涵瑞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502中队

钟紫茹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503中队

陈浏好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503中队

王鈺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601中队

邹诗玲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601中队

何  阳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602中队

巫嘉帆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101中队

刘睿涵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102中队

赖玉轩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201中队

周梓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202中队

刘梓婷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301中队

王  润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3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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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梓健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302中队

许鸿瑜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302中队

石茵僮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401中队

熊嘉珲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401中队

彭宇静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402中队

王颖珊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402中队

刘君瑞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403中队

袁  敏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403中队

周梓盈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李桂煌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501中队

黄雨静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502中队

盘子谦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601中队

刘滢君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601中队

伍梓鸿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602中队

毛怡露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602中队

伍宁忆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603中队

罗雯玉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八小学大队 603中队

张梓彤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101中队

王欣宇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102中队

张隽译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201中队

张程皓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201中队

朱梓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2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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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曜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202中队

刘思雅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301中队

朱钰橦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舒文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401中队

刘奕婷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402中队

熊嘉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501中队

陈  骏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502中队

张秋桐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博乐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601中队

刘丞浩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602中队

张灵梓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602中队

罗嘉淇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管岭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清辉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管岭小学大队 301中队

赖美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管岭小学大队 301中队

曾晓琪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管岭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李樱婷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管岭小学大队 601中队

吴佳芯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第六小学大队 501中队

肖涵钰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灌新小学大队 302中队

周慧源 少先队兴宁市大坪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罗  佳 少先队兴宁市大坪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余钰涓 少先队兴宁市大坪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练霓裳 少先队兴宁市大坪中心小学大队 6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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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钰 少先队兴宁市福兴五里小学大队 101中队

黄幸洪 少先队兴宁市福兴五里小学大队 601中队

王钰楠 少先队兴宁市福兴五里小学大队 601中队

邹海钰 少先队兴宁市福兴五里小学大队 202中队

马钰茹 少先队兴宁市福兴五里小学大队 302中队

钟  幸 少先队兴宁市岗背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林  健 少先队兴宁市黄陂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叶思淋 少先队兴宁市黄陂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曾彦豪 少先队兴宁市黄陂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石玉瑞 少先队兴宁市黄陂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罗伟恩 少先队兴宁市径南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罗凯锋 少先队兴宁市径南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幸海钧 少先队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陈莹荦 少先队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刘佳骏 少先队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大队 102中队

罗  涛 少先队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罗  熙 少先队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幸佳锐 少先队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范小玲 少先队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朱永康 少先队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刘瑞嘉 少先队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刘佳伊 少先队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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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恒睿 少先队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罗卯萍 少先队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幸梓韵 少先队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大队 101中队

钟梓昕 少先队兴宁市龙北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叶舒榆 少先队兴宁市龙北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陈雨涵 少先队兴宁市龙北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陈东琳 少先队兴宁市龙北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钟崟汐 少先队兴宁市龙北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陈镘伊 少先队兴宁市龙北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刘子怡 少先队兴宁市龙北中心小学大队 103中队

陈慧鸿 少先队兴宁市龙北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吴淑怡 少先队兴宁市龙北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陈怡馨 少先队兴宁市龙北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张俊祥 少先队兴宁市龙北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肖嘉佳 少先队兴宁市龙北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刘新宇 少先队兴宁市龙田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袁雨茹 少先队兴宁市龙田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袁茹钰 少先队兴宁市龙田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钟慈慈 少先队兴宁市龙田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刘子馨 少先队兴宁市罗浮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王  帆 少先队兴宁市罗浮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邬梓俊 少先队兴宁市罗浮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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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康 少先队兴宁市罗浮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张思棱 少先队兴宁市罗浮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袁烨薇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刘逸权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杨健浩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203中队

张雨崎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陈杨玉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杨  涓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袁煊茈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肖泽扬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何晨铭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彭昊昕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张朵睿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刘燃燃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袁楷瑞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陈泔妤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刘圣琦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刘苑琳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曾思颖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何晨威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袁晨阳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陈  逸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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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蕊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杨子烨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袁佳玲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练  煜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袁静伶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刘雅媛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袁国龄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袁科烽 少先队兴宁市罗岗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王家可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赖嘉炜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罗婉榕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203中队

曾思琪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郑佳橼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王佳澜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205中队

罗慧锐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205中队

罗诗蕾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罗桠晴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罗紫智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罗  娜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罗嘉钰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张嘉豪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罗紫龙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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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坤罡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黄馨莹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杨烨雅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王鈅琳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曾可儿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李林薄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刘晓月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罗梓怡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罗涵瑜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罗子瑾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吴思恩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叶  培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刘  炘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邹飞翔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罗啓桐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曾美琪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罗佳颖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罗锐珊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陈昕妍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陈梓斌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黄  瑜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刘嘉怡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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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淇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曾梓浩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罗  晨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刘佳洋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罗梓淇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陈怡欢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王子静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曾嘉明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罗佳妮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钰瑶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罗  杰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顾乐乐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余  瑞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陈文溢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江滢钰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罗君涛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曾慧妍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吴佳琪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丘雨欣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东风小学大队 601中队

李佳欣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东风小学大队 201中队

刁薏腾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横新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李佳欣 少先队兴宁市宁新横新小学大队 1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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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雅莉 少先队兴宁市石马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温彦玲 少先队兴宁市石马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何书瑶 少先队兴宁市石马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陈海岚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李岫蔚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刘文琪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李梦秋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李美旋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刘正阳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蓝梓豪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李雨清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李柳静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李家锐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彭晴怡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王佳静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6中队

熊誉龙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306中队

徐晓铃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熊园园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李雨婷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李  楠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刘森辉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钟梓柯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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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清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康梦欣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罗颖熙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李馨萍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李欣然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李家佳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李伟婷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506中队

李佳星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李海清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罗钰沁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罗茹欢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刘正奇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506中队

潘  琳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刘思榆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李苏眉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刘梦灵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涵欣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6中队

戴梓凤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606中队

李木怡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506中队

刘倚敏 少先队兴宁市叶南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巫殷豪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余佳俊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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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宾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李思琪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张  雯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李俊洋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刘家宜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林煜佳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刘俊浩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欧阳嘉麟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罗灵汐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刘沐荷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曾雅玲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廖欢馨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罗羽辛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欧阳心怡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吴嘉煜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黄毅楠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黄  霖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巫宜幸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杨逸尘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罗子煜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郑新亮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306中队

钟钰炜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3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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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嘉瑞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陈瑞灵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刘梓瑶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欧阳柳妍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203中队

杨歆芮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曾梓钰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朱鑫怡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101中队 

陈艺涵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101中队 

黄戊源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103中队 

黄凯锐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106中队

王嘉懿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106中队

罗  娇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肖凯乐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温雨鑫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苏京小学大队 401中队

丘盛杭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刘  洋 少先队兴宁市永和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刘鑫灿 少先队兴宁市永和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张  越 少先队兴宁市永和中心小学大队 205中队

张  馨 少先队兴宁市永和中心小学大队 205中队

王梓涵 少先队兴宁市永和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罗  雨 少先队兴宁市永和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曾杰韬 少先队兴宁市坜陂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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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紫灵 少先队兴宁市坭陂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肖杏佳 少先队兴宁市坭陂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肖勇威 少先队兴宁市坭陂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陈嘉宝 少先队兴宁市坭陂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陈彦酉 少先队兴宁市坭陂中心小学大队 606中队

黄春慧 少先队兴宁市坭陂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王  幸 少先队兴宁市坭陂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石彩缘 少先队兴宁市水西学校大队 501中队

刘平珊 少先队兴宁市水西学校大队 602中队

刘妍妍 少先队兴宁市水西学校大队 602中队

陈雨嫣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202中队

吴梓锐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203中队

罗翊玮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203中队

杨承祺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206中队

邹锐森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207中队

刘俊懿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209中队

张雨晴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303中队

李淳俐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303中队

曾梓妤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304中队

邱梓霖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306中队

曾海腾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306中队

朱巧灵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308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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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梓嫣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310中队

吴沛桥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312中队

卢泓彬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梓瑜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02中队

钟梦洁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02中队

李雨桐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03中队

何佳圣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05中队

曾子骞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05中队

罗嘉鑫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05中队

陈  颖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05中队

罗宇皓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07中队

邹卢馨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08中队

杨慕晨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09中队

龚佳燚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10中队

石若灵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11中队

许芮青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1中队

马嘉华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1中队

郭锐灏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1中队

张佳骏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2中队

薛梓涵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中队

张雨柔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3中队

杨  艺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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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凌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5中队

李  苹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7中队

陈  柳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7中队

罗梦玥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8中队

张  怡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8中队

王梓睿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9中队

杨惠婷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09中队

肖钰滢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10中队

邵  鋆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510中队

赖芷涵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1中队

杨梓乐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1中队

曾海涛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2中队

张杏珊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李炜楷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3中队

陈昊然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3中队

何梓豪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4中队

钟堉淇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4中队

罗雯琳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5中队

曾一帆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6中队

张紫涵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6中队

杨梓彬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7中队

张钦潮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7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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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钰沁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8中队

肖  为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9中队

曾紫曼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9中队

李诺希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608中队

石杨菲 少先队兴宁市崇文学校大队 401中队

石志鸿 少先队兴宁市崇文学校大队 402中队

石鑫琳 少先队兴宁市崇文学校大队 501中队

练苑婷 少先队兴宁市崇文学校大队 501中队

石  茹 少先队兴宁市崇文学校大队 703中队

石安然 少先队兴宁市崇文学校大队 801中队

钟慧茹 少先队兴宁市崇文学校大队 502中队

曾  宸 少先队兴宁市国本学校大队 101中队

何子馨 少先队兴宁市国本学校大队 401中队

罗紫芸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101中队

陈安然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103中队

黄  蕊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104中队

杨航鸣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105中队

陈凯裕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106中队

廖佳怡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108中队

曾紫涵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201中队

陈睿欣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201中队

薛  薇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2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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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镕杏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203中队

陈子安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203中队

朱懂馨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204中队

卢梓瑶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205中队

刘雄彬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205中队

陈莉雅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206中队

薛榆靖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206中队

廖晏兰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207中队

余思思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207中队

黄槿雨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1中队

张梓凌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1中队

罗佳媛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2中队

王晓垚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4中队

庄梓妍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4中队

何昊宸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5中队

罗  拉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5中队

李佳馨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6中队

赖梓诗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6中队

刘  谕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7中队

罗浩铭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7中队

肖宇煊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8中队

刘腾涛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9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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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睿鑫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309中队

彭佳慧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401中队

罗  睿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401中队

赖瑜庭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401中队

邓雨琪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402中队

钟宇涵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403中队

刘煜豪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403中队

杨志雄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403中队

曾瑾雯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404中队

杨家颖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405中队

张润林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501中队

刘煜琳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501中队

刘凤文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502中队 

曾楷瑞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503中队

刘洛伊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503中队

朱奕琳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504中队

李炜檬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504中队

赖韵瑾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505中队

张子佳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602中队

罗淑婷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604中队

王  峻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605中队

罗  熔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6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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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杨恩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702中队

黄雨婷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702中队

刘  宇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703中队

陈秋棋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705中队

袁致远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706中队

陈钰滢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706中队

吴苑媚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708中队

练乐成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602中队

张紫萍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201中队

刘梓乾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302中队

刘梓锋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401中队

吴雅馨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402中队

吴智杰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501中队

李佳裕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501中队

欧阳仁玉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501中队

张嘉宝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502中队

张嘉劲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502中队

张  昱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601中队

罗  洋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701中队

吴文欢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702中队

杨敬豪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702中队

刘梓宁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8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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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佳静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801中队

杨淘淘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802中队

刘佳静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802中队

吴芷婷 少先队兴宁市胜青学校大队 802中队

钟亦宁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101中队

叶诗雅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102中队

刘羽菡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103中队

高筱煊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104中队

唐坤藩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105中队

黄灏锐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106中队

丘思婷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203中队

冯芊芊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204中队

陈楷锐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204中队

温可欣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202中队

袁  君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202中队

彭可欣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201中队

罗嘉铭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201中队

陈书瑶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205中队

罗晨豪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205中队

陈雅婷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301中队

刘铭汐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301中队

罗梓灵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3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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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馨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302中队

曾楷泷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303中队

刘梓瀚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304中队

钟凯文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304中队

石雨琪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401中队

罗睿涵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401中队

陈睿杰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402中队

陈钰曈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403中队

刘国燊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403中队

何羽瑶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501中队

邵欣悦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502中队

邓浩铭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502中队

黄幸超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503中队

刁文涵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503中队

王思萍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603中队

刘书畅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603中队

林嘉琪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601中队

黄梓欢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601中队

林佳铧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602中队

黄梓乐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602中队

曾耿诚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701中队

张雨佳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7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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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思诺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702中队

刘  凯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703中队

梁馨如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703中队

肖  瑶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704中队

马铭杨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704中队

陈宇豪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705中队

黄思茹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706中队

曹羿琳 少先队兴宁市锦绣学校大队 706中队

李铭浩 少先队兴宁市南新小学大队 104中队

罗婉榕 少先队兴宁市南新小学大队 107中队

邹婉宁 少先队兴宁市南新小学大队 403中队

陈雨轩 少先队兴宁市南新小学大队 304中队

苏诗骐 少先队兴宁市南新小学大队 404中队

陈清林 少先队兴宁市南新小学大队 504中队

陈渲雅 少先队兴宁市南新小学大队 102中队

李晓涵 少先队兴宁市南新小学大队 302中队

周林导 少先队兴宁市南新小学大队 604中队

刘彦宏 少先队兴宁市南新小学大队 603中队

彭  善 少先队兴宁市南新小学大队 501中队

常天琦 少先队兴宁市南新小学大队 404中队

丁  岚 少先队兴宁市南新小学大队 501中队

苏梓涵 少先队兴宁市卓越中英文学校大队 2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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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瑞 少先队兴宁市卓越中英文学校大队 402中队

罗雅煊 少先队兴宁市黄岭小学大队 601中队

罗安琪 少先队兴宁市黄岭小学大队 501中队

阙瑾茹 少先队兴宁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广梅园小学大队101中队

黄嘉瑞 少先队兴宁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广梅园小学大队102中队

刘昊然 少先队兴宁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广梅园小学大队302中队

蓝思睿 少先队兴宁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广梅园小学大队401中队

申淑婷 少先队兴宁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广梅园小学大队401中队

刘广兴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中学大队 801中队

陈雯静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701中队

罗钰莹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701中队

潘  霞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705中队

罗思靖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706中队

肖  鹰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706中队

王梓谦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707中队

陈嘉宜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708中队

彭筠喻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710中队

陈芊镒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710中队

李思钰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802中队

肖  瑶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803中队

刘  慧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805中队

刘晓薇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809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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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胜强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810中队

李意辉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812中队

丘  昶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中学大队 801中队

肖  雨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中学大队 813中队

曾嘉宁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中学大队 703中队

刘  炜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中学大队 710中队

吴雯婷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中学大队 717中队

张心怡 少先队兴宁市沐彬中学大队 701中队

罗  钰 少先队兴宁市沐彬中学大队 717中队

罗幸玲 少先队兴宁市沐彬中学大队 702中队

罗婷婷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学大队 702中队

肖文庆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学大队 701中队

肖文广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学大队 703中队

刘  淳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学大队 704中队

曾  裕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学大队 704中队

肖巧智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学大队 706中队

蓝清颖 少先队兴宁市坭陂中学大队 702中队

曾  婧 少先队兴宁市坭陂中学大队 804中队

陈  钰 少先队兴宁市坭陂中学大队 802中队

赖林娜 少先队兴宁市坭陂中学大队 803中队

黄家璐 少先队兴宁市华侨中学大队 719中队

刘梓晨 少先队兴宁市华侨中学大队 708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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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懿 少先队兴宁市华侨中学大队 712中队

陈梓涵 少先队兴宁市华侨中学大队 701中队

罗小婷 少先队兴宁市坜陂中学大队 702中队

黄惠珊 少先队兴宁市坜陂中学大队 702中队

罗紫怡 少先队兴宁市陂西中学大队 704中队

刘彬豪 少先队兴宁市陂西中学大队 705中队

肖雅娴 少先队兴宁市陂西中学大队 703中队

范楚媚 少先队兴宁市陂西中学大队 702中队

廖咏涵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704中队

吴麒瑞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704中队

陈怡泺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804中队

谢  柳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703中队

廖梓华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701中队

廖文博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701中队

吴在洋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701中队

廖  杏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702中队

刘佳莲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702中队

刘飞兰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702中队

李盈盈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801中队

陈怡雯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802中队

陈梓妍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802中队

廖健颖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8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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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海熠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803中队

彭宇玲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803中队

廖子裕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804中队

何莹莹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804中队

谢明坤 少先队兴宁市石马中学大队 704中队

钟子琦 少先队兴宁市宁江中学大队 703中队

黄薇萍 少先队兴宁市宁江中学大队 703中队

蕉岭县

门嘉澜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506 中队

徐苑子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403 中队

卓鸿运 少先队蕉岭县蕉城镇中心小学大队 102 中队

江佳璐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505 中队

陈洪标 少先队蕉岭县广福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 中队

谢震堃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212 中队

刘芮成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215 中队

徐文刚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302 中队

黄嘉绮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508 中队

林映珊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406 中队

陈梓秋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307 中队

古辰千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507 中队

邓米淇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大队 503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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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梓淇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602 中队

赖浩轩 少先队蕉岭县蕉华田家炳小学大队 301 中队

林苗博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408 中队

钟怡韵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105 中队

丘紫愉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8 中队

刘依宸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 中队

梁庆欢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6 中队

陈欣怡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 中队

陈嘉淇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111 中队

蔡桢煌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 中队

刘鑫梅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20 中队

张昕仪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505 中队

林庭伊 少先队蕉岭县长潭中心小学大队 401 中队

曾崇峻 少先队蕉岭县蕉华田家炳小学大队 401 中队

徐浩翔 少先队蕉岭县逢甲中学大队 701 中队

钟诗颖 少先队蕉岭县蕉华田家炳小学大队 502 中队

陈雅菲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607 中队

杨鸿祥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216 中队

肖  可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13 中队

林佳乐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508 中队

刘宸熠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505 中队

杨  林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214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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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栋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7 中队

徐婧诗 少先队蕉岭县城东学校大队 504 中队

林益珊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 中队

陈芷佳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 中队

丘子妍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602 中队

刘芷垚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 中队

曾  可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501 中队

陈雅婷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606 中队

罗思宇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401 中队

王梓壕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409 中队

张美玲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大队 303 中队

陈楷翊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2 中队

钟佳銮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404 中队

黄靖雯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202 中队

王梓俊 少先队蕉岭县城东学校大队 602 中队

张瀛昊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405 中队

陈莱莹 少先队蕉岭县城东学校大队 603 中队

李奕阳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409 中队

罗家榕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114 中队

丘梓涵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502 中队

郑美琪 少先队蕉岭县城东学校大队 501 中队

徐  露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607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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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蕊琪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 中队

黄煜翔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507 中队

黄诗瑶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17 中队

古咏嫕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307 中队

刘岭明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6 中队

陈靖锦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 中队

曾  好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中学大队 804 中队

李  铮 少先队蕉岭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215 中队

黄玥柔 少先队蕉岭县广福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 中队

陈威豪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大队 404 中队

张建良 少先队蕉岭县长潭中心小学大队 601 中队

林碧钰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502 中队

徐智娢 少先队蕉岭县城东学校大队 502 中队

肖涵薇 少先队蕉岭县城东学校大队 601 中队

曾维炬 少先队蕉岭县城东学校大队 402 中队

丘梓柔 少先队蕉岭县城东学校大队 602 中队

陈梓珺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708 中队

谢宇翔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502 中队

刘炫兵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501 中队

郭露媛 少先队蕉岭县北磜学校大队 501 中队

丘雅雯 少先队蕉岭县城东学校大队 403 中队

赖昊杨 少先队蕉岭县桂岭学校大队 301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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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筱雨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407 中队

罗雨轩 少先队蕉岭县蕉城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 中队

蒋可馨 少先队蕉岭县蕉城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 中队

何雨欣 少先队蕉岭县蕉城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 中队

钟希菲 少先队蕉岭县蕉城镇中心小学大队 101 中队

张思语 少先队蕉岭县蕉城镇中心小学大队 202 中队

徐子晴 少先队蕉岭县蕉城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 中队

胡江鑫 少先队蕉岭县蕉城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 中队

王楚乔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202 中队

汤滨鸿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601 中队

赖依晨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502 中队

古桂荣 少先队蕉岭县友邦小学大队 601 中队

傅黎可奕 少先队蕉岭县友邦小学大队 602 中队

刘佳钰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711 中队

梁天锴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709 中队

黄润菁 少先队蕉岭县蓝坊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 中队

廖奕淳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701 中队

张思乐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702 中队

徐梓燕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706 中队

林慧珍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710 中队

汤彬洁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711 中队

王俊滨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703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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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于晴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708 中队

宋俊佑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701 中队

徐一弘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702 中队

谢心如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中学大队 702 中队

陈思媚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中学大队 803 中队

温幸茹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中学大队 802 中队

黄榆翔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702 中队

徐乐融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中学大队 106 中队

林嘉琪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606 中队

陈紫颖 少先队蕉岭县蕉华田家炳小学大队 501 中队

平远县

汤子良 少先队平远县第三小学大队 402中队

张家豪 少先队平远县第三小学大队 303中队

蓝佳玉 少先队平远县第三小学大队 303中队

李思萌 少先队平远县第三小学大队 403中队

李茗朔 少先队平远县第三小学大队 301中队

练诗谣 少先队平远县第三小学大队 301中队

林裕圣 少先队平远县第三小学大队 303中队

凌鸿浩 少先队平远县第三小学大队 403中队

刘梓溦 少先队平远县第三小学大队 303中队

蓝绿子 少先队平远县第三小学大队 5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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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芷怡 少先队平远县第三小学大队 501中队

陈圣灏 少先队平远县大柘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刘悦茹 少先队平远县坝头小学大队 502中队

黄紫霖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刘诗忆 少先队平远县坝头小学大队 502中队

吴丽媛 少先队平远县茅坪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刘雨妍 少先队平远县茅坪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颜可馨 少先队平远县热柘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刘雅婷 少先队平远县热柘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蓝焕垚 少先队平远县热柘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张谭伟 少先队平远县坝头中学大队 701中队

林  瑶 少先队平远县平远中学大队 703中队

张志源 少先队平远县长田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严诗诗 少先队平远县仁居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邬梓涵 少先队平远县仁居中心小学大队 102中队

张伟圣 少先队平远县仁居中心小学大队 102中队

潘美萍 少先队平远县仁居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赖柏雄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肖华轩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杨晨欢 少先队平远县仁居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李悦晨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成家乐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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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梓煜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姚彩钰 少先队平远县大柘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林圣涵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张钰林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吴依涛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402中队

姚佳妮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406中队

韩锐智 少先队平远县八尺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杨  琳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子鑫 少先队平远县中行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凌佳慧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503中队

饶文彬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203中队

卓炜萱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506中队

余海玲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陈思安 少先队平远县大柘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陈嘉瑜 少先队平远县大柘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林  湘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姚雨欣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301中队

林佳杰 少先队平远县田家炳中学大队 702中队

陈  洁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504中队

谢芷琪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504中队

蓝思怡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503中队

姚晨乐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308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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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畅琪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506中队

张宇涛 少先队平远县田家炳中学大队 704中队

刘梓楠 少先队平远县田家炳中学大队 709中队

高嘉辰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309中队

姚嘉桐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208中队

林佳乐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304中队

何心莹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504中队

林盛宇 少先队平远县田家炳中学大队 709中队

巫晓婷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503中队

姚  祺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501中队

凌向锟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401中队

姚雅颖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207中队

张思琪 少先队平远县八尺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林芸仙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502中队

曾子轩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505中队

黄淑婷 少先队平远县河头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林思颖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502中队

林  琪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401中队

凌依晨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408中队

卓紫涵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401中队

吴  仪 少先队平远县田家炳中学大队 702中队

林佳蕙 少先队平远县中行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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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楚婷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陈小柔 少先队平远县大柘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陈思伶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402中队

冯佳惠 少先队平远县仁居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姚慧妮 少先队平远县大柘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姚以翔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203中队

姚晨曦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307中队

刘慧丹 少先队平远县大柘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韩怡婷 少先队平远县八尺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张慧涵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305中队

谢秋灵 少先队平远县上举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陈思云 少先队平远县河头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曾亦瑾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501中队

林怡佳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林  晟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中学大队 701中队

郭予宸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207中队

余芷涵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409中队

黎珍洲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404中队

陈雨彤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304中队

林锦城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208中队

卓梓安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305中队

李安琪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3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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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芊娴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302中队

林子彧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林恺山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404中队

胡嘉琪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201中队

马欢婷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502中队

韩镇鸿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403中队

涂诗琪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407中队

姚依诺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301中队

陈诗逸 少先队平远县田家炳中学大队 705中队

李  静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310中队

马可欣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501中队

吴  玥 少先队平远县平远中学大队 701中队

丁浩宇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503中队

王益龙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311中队

韩  铮 少先队平远县八尺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谢睿涵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402中队

林南妤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406中队

陈子鹏 少先队平远县大柘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马智阳 少先队平远县长田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龙钰彤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312中队

丘敉雅 少先队平远县长田中学大队 702中队

丘欣莉 少先队平远县长田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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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敏卉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201中队

潘丽君 少先队平远县差干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卓庆轩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203中队

谢佳音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冬青实验学校大队 601中队

姚雨娴 少先队平远县平远中学大队 701中队

张佳滢 少先队平远县平远中学大队 701中队

姚梓健 少先队平远县平远中学大队 702中队

潘  炜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302中队

谢梓涵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302中队

王梓瑜 少先队平远县差干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曾子玉 少先队平远县仁居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谢思懿 少先队平远县差干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余海洋 少先队平远县平远中学大队 702中队

张小佳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204中队

刘瑾萱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506中队

赖思凡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刘  淋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朱文雅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张铂明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周紫欣 少先队平远县仁居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王昆山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405中队

杨炆秀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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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孟澜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408中队

叶宁馨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302中队

马玉森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504中队

陈  昊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303中队

马培林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603中队

张育豪 少先队平远县田家炳中学大队 707中队

张芮扬 少先队平远县田家炳中学大队 705中队

刘文乐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601中队

朱苗婷 少先队平远县长田中学大队 801中队

曾何缘 少先队平远县第三小学大队 404中队

钟  凯 少先队平远县八尺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谢中锴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204中队

曾佳佳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孙睿霖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中学大队 705中队

姚思涵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507中队

冯晓芳 少先队平远县仁居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凌诗婷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601中队

凌云峰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刘佳欢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冬青实验学校大队 602中队

姚  瑶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201中队

黄靖喻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605中队

赖子豪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60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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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上茹 少先队平远县中行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凌语妍 少先队平远县平远中学大队 702中队

何康琳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学大队 705中队

王培养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学大队 703中队

谢燕妮 少先队平远县差干中心小学大队五年级中队

谢慧雯 少先队平远县大柘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杨艾然 少先队平远县黄畲小学大队 501中队

龙梓林 少先队平远县泗水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卢臻逸 少先队平远县城南小学大队 103中队

林子为 少先队平远县城南小学大队 501中队

鲍沛垚 少先队平远县城南小学大队 502 中队

李清珊 少先队平远县城南小学大队 101中队

林沛琦 少先队平远县城南小学大队 401中队

卓紫涵 少先队平远县城南小学大队 202中队

刘博雅 少先队平远县城南小学大队 201中队

陈宝儿 少先队平远县城南小学大队 501中队

冯明轩 少先队平远县城南小学大队 203中队

范歆田 少先队平远县城南小学大队 105中队

凌龙辉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王芸蕾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凌宏燊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刘紫晴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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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一晴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黎恩岑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谢  唯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心小学大队 506中队

谢晨曦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陈梦瑶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王  铭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刘清桂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蔡雅苏 少先队平远县石正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吴玥凤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503中队 

大埔县

朱静妤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实验学校大队 208中队

何衍焜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01中队

孙薇微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206中队

陈俊烨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08中队

陈诗涵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607中队

刘紫瑶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04中队

沈家辉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611中队

罗紫珊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11中队

李昊轩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110中队

张  晁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07中队

杨晋伊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1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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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祖毅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608中队

梁雅韵 少先队大埔县大麻镇英雅家炳学校大队 601中队

林庭君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07中队

江晓骁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101中队

陈昱洋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2中队

罗梓柔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609中队

罗恺阳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4中队

蔡骐熠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202中队

李一晨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06中队

蓝宇柯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3中队

何高翔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201中队

罗智旗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12中队

蓝紫舒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112中队

郭钰琪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12中队

苏嘉宇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212中队

黄赞颖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实验学校大队 210中队

黄嘉宝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实验学校大队 311中队

连  容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601中队

胡舒瑶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113中队

刘宇杰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1中队

邓茹岚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政均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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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智涵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611中队

邓筱萱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107中队

何佳玲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610中队

李紫茉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107中队

杨梓萌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606中队

黄子淳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09中队

饶子鑫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10中队

张润璟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105中队

赖洪涛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7中队

杨宗翰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604中队

黄维晨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209中队

巫思颖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6中队

罗佳怡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11中队

刘颖姗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5中队

张悦熙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09中队

刘梓熠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04中队

杨雅琪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6中队

陈梦琪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210中队

黄奕铨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02中队

朱景瑞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09中队

杨紫妍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02中队

罗元希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21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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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倍慧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10中队

李煜伟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606中队

郭蕊斯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212中队

丘朗宇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8中队

黄心怡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08中队

张子涵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602中队

谢佳钊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12中队

李雨萌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7中队

巫玥璇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04中队

杨子逸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11中队

李晓妍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104中队

陈紫芊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08中队

罗湘媛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03中队

张为为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02中队

郭煜城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9中队

覃继峰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602中队

张子骞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2中队

卢冠年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07中队

吴奇宸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106中队

郭  湘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10中队

郭子祺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04中队

黄思铭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1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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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丹 少先队大埔县大麻镇英雅家炳学校大队 601中队

罗懿宸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213中队

余寅晨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05中队

刘鸿楷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109中队

何泓润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08中队

张紫萱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11中队

廖展乐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09中队

郭书丞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503中队

曾维梁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实验学校大队 305中队

李静怡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杨舒颜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实验学校大队 404中队

孙艺萌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实验学校大队 302中队

何思润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11中队

张祖莹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实验学校大队 202中队

郑  欢 少先队大埔县湖山中学大队 707中队

朱铭瑞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510中队

谢  昱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05中队

罗双金 少先队大埔县湖山中学大队 801中队

张笑春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508中队

何  懿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609中队

黄思梦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黄宇轩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5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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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涛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204中队

刘玥涵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01中队

黄  露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1中队

肖轶宁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204中队

张雨珊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107中队

涂均瑶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12中队

刘梽浩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507中队

蓝  希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10中队

张佳乐 少先队大埔县湖山中学大队 706中队

王子萱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07中队

饶子荧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10中队

邱连铖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609中队

肖宇希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209中队

黄锦兴 少先队大埔县百侯镇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杨梓润 少先队大埔县百侯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黄祖熠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101中队

罗旭柯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08中队

黄崇晟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07中队

吴锦顺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611中队

黎昊城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07中队

杨  昊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611中队

张诗雨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08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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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姝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208中队

李宇熙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11中队

汪奕权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06中队

张慧贤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508中队

陈洢铭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04中队

巫伟铭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05中队

孙诗晨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10中队

唐依璐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2中队

张晟锴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03中队

刘以璇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05中队

肖愈佳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05中队

陈伊涵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11中队

陈伊彤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507中队

胡奕浩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504中队

饶凌嫣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12中队

谢福昌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4中队

蓝梦莎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2中队

杨静嫣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04中队

余茂煊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506中队

刘睿锴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2中队

罗睿思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2中队

肖嘉妮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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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湘茹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2中队

郑  微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2中队

黄柳嫣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2中队

蓝思涵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12中队

李晓惠 少先队大埔县百侯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刘  杨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2中队

罗  艺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2中队

汪雨晨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4中队

黄伟楠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1中队

廖远惠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2中队

林晓君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2中队

郭桂珠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1中队

曾颜欢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8中队

蓝宇荃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0中队

蓝思显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1中队

黄勇春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1中队

陈薇薇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9中队

江佩玲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1中队

黄新雁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5中队

唐雪琳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0中队

杨艺恒 少先队大埔县百侯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黎咏妤 少先队大埔县百侯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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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靖宜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2中队

汪晶晶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2中队

余梦琪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12中队

李思诗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5中队

邹曜腾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405中队

贺思敏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4中队

刘圣珊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604中队

王理鹏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604中队

罗  景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07中队

林诗露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广德小学大队 602中队

赖海城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广德小学大队 502中队

詹宥心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罗莉婷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梁  堃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双溪学校大队 401中队

李  琛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双溪学校大队 501中队

梁江鑫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双溪学校大队 601中队

梁丽青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双溪学校大队 801中队

梁任苡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双溪学校大队 501中队

黄梦瑶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双溪学校大队 801中队

李  琴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双溪学校大队 601中队

连梦菲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双溪学校大队 701中队

梁子墨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双溪学校大队 701中队



- 118 -

李贝仪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双溪学校大队 301中队

张梓瑶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607中队

彭光锐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501中队

黄晓瑜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蔡  瑞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廖紫涵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镇平原学校大队 401中队

连书瑶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镇平原学校大队 401中队

廖瑞煊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镇平原学校大队 401中队

管梦圆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镇平原学校大队 501中队

廖语晨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602中队

廖少月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镇平原学校大队 601中队

谢睿达 少先队大埔县三河镇梓里学校大队 802中队

罗俊锨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罗彩雲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庄  欣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501中队

蓝子懿 少先队大埔县虎山中学大队 102中队

林子仪 少先队大埔县虎山中学大队 205中队

杨思妮 少先队大埔县百侯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杨家菲 少先队大埔县百侯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陈  洋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镇平原学校大队 401中队

袁华皓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03中队

连韵涵 少先队大埔县城东实验学校大队 310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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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诗宸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301中队

谢梓妍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404中队

管炫淳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601中队

孙碧云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404中队

吴梦婷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604中队

林素芸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503中队

罗梦涵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606中队

刘晨兮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504中队

郭馨心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303中队

罗  静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602中队

黄宇轩 少先队大埔县城东实验学校大队 508中队

廖雨菲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110中队

郑盛中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3中队

陈永烨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05中队

刘涵钥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411中队

李展杰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09中队

黄毓钊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03中队

张韫能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2中队

杨胜皓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07中队

俞俐妃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7中队

黄  妃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1中队

郭可欣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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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紫晗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8中队

李籽言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1中队

郑心悦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6中队

徐凌昊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303中队

杨婉钰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1中队

许奥伦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5中队

池锦佳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2中队

杨炳鑫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303中队

邓雨忻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303中队

钟紫馨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第二小学大队 401中队

黄梓凯 少先队大埔县虎山中学大队 703中队

杨珑芊 少先队大埔县百侯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张鑫昌 少先队大埔县家炳第二中学大队 706中队

蓝元璟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302中队

郑靖嵛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206中队

黄雯君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新政小学大队 601中队

许梦洁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303中队

廖如意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603中队

罗江山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603中队

张文耀 少先队大埔县茶阳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曹子欣 少先队大埔县茶阳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杨慧珺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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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欢欢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13中队

廖芠琪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6中队

陈梓琦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413中队

郑维栋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9中队

邹鑫慧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4中队

廖静茹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07中队

刘  冰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711中队

林佳虹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4中队

郑静瑶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4中队

黄婷婷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12中队

林智楷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5中队

陈桂芬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12中队

廖梓欣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12中队

廖杨杨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2中队

刘金炜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5中队

陈梦洁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8中队

钟锨彤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4中队

范宸希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4中队

刘  璐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8中队

管佩琳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8中队

赖思瑜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5中队

林  卉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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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如彦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2中队

邓  琦 少先队大埔县大麻中学大队 701中队

江玥慧 少先队大埔县大麻镇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温圆圆 少先队大埔县大麻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郭嘉慧 少先队大埔县大麻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罗佳英 少先队大埔县三河镇梓里学校大队 802中队

罗  燕 少先队大埔县三河镇中心小学大队五年级中队

丘晶莹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第二小学大队 401中队

张雅欣 少先队大埔县家炳第二中学大队 708中队

黄紫涵 少先队大埔县家炳第二中学大队 705中队

张紫涵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四年级中队

饶嵘涛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504中队

管彬渝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馨娜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605中队

刘诗钰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605中队

廖如兴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403中队

陈晓韵 少先队大埔县城东实验学校大队 502中队

丰顺县

罗伊淳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405中队

冯文煜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彭逸钦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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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梓瑜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108中队

陈若涵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504中队

陈思霏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102中队

邱睿宸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205中队

郑  静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207中队

巫禹贤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408中队

谢志扬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504 中队

许欣越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谢振轩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602中队

廖铠轩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204中队

马梓凌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邱鹏勋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罗顺裕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107中队

刘云心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105 中队

罗筱薇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101中队

张梓萌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103中队

冯怡晨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凌云小学大队 102中队

邓逸洋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黄雨彤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陈泓越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6中队

罗  泓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6中队

李佳宜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3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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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恩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胡筠唯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307中队

罗梓琪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6中队

彭  沅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谢淳然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陈洁婷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9中队

黄  亿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309中队

余远煌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8中队

王紫凌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507中队

徐子羲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徐  霖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9中队

陈彦如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邱梓欣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302中队

谢锦瑶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201中队

蔡梓灵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305中队

巫栢瑜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平阳小学大队 402中队

张显松 少先队丰顺县大龙华镇龙北小学大队 301中队

蔡楒妤 少先队丰顺县大同学校大队 302中队

徐奕浩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205中队

黄鸿煊 少先队丰顺县三友联合学校大队 501中队

胡锦堂 少先队丰顺县大龙华镇长布小学大队 201中队

谢柏雷 少先队丰顺县大龙华镇长布小学大队 4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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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意 少先队丰顺县大龙华镇长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吴紫彤 少先队丰顺县大龙华镇长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刘友全 少先队丰顺县大龙华镇长布小学大队 301中队

蔡懋勋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罗惠丽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01中队

杨兴涛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明新教学点401中队

陈佳菡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朱欣怡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张佳文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刘逸桢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金溪小学大队 201中队

叶佳慧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邱斯桐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朱浩林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黄宇珊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陈烨彤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金溪小学大队 502中队

李茹钰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陈志海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明新教学点302中队

巫静涵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平阳小学大队 201中队

张凯期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黄梓韵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朱彦珠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刘思睿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平阳小学大队 3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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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城 少先队丰顺县第一中学大队 801中队

罗子伊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7中队

张轩睿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许竣婷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许熠豪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林  琳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叶侍疆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胡景悦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刘  谨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小东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杜锦凤 少先队丰顺县球山中学大队 702中队

胡锦婷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朱  宝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明新教学点502中队

吕志恒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邱欣妍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蔡懋浩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朱韩琪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叶艺欣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罗佳琳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09中队

张梓祺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陈若灵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7中队

罗子渲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明新教学点401中队

胡昕璇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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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瑜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李语扬 少先队丰顺县大龙华学校大队 401中队

谭  轩 少先队丰顺县大龙华学校大队 501中队

陈银银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16中队

张  瑶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11中队

徐惠君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27中队

刘世君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21中队

冯梓蕾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24中队

朱美纯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24中队

黄  锐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24中队

胡瑞瑞 少先队丰顺县茶背学校大队 401中队

冯钰涵 少先队丰顺县茶背学校大队 201中队

李晨臻 少先队丰顺县小胜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李雨果 少先队丰顺县小胜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佳琳 少先队丰顺县小胜镇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管文娟 少先队丰顺县小胜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陈  晴 少先队丰顺县小胜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李  琳 少先队丰顺县小胜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黄冰莹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20中队

杨蕊晨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22中队

张俊兴 少先队丰顺县小胜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邱坪政 少先队丰顺县小胜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 128 -

谢欣妍 少先队丰顺县东留中学大队 701中队

朱致远 少先队丰顺县黄金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刘佳豪 少先队丰顺县东留中学大队 801中队

李煜铭 少先队丰顺县黄金镇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彭  博 少先队丰顺县黄金镇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涂可为 少先队丰顺县黄金镇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彭梓依 少先队丰顺县黄金镇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曾梓晨 少先队丰顺县黄金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何晨霖 少先队丰顺县黄金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刘  睿 少先队丰顺县黄金镇中心小学大队 102中队

刘承纲 少先队丰顺县黄金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吴品珊 少先队丰顺县潭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廖冬娜 少先队丰顺县潭山学校大队 701中队

罗  宜 少先队丰顺县潭山学校大队 701中队

廖剑溥 少先队丰顺县潭山学校大队 701中队

廖玉婷 少先队丰顺县潭山学校大队 802中队

冯嘉琪 少先队丰顺县第一中学大队 701中队

罗梦琪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朱浩然 少先队丰顺县第一中学大队 701中队

谢莲格 少先队丰顺县三友中学大队 703中队

罗子琪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吴云怡 少先队丰顺县建桥中学大队 80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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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秦 少先队丰顺县建桥中学大队 802中队

谭志旭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16中队

陈  萍 少先队丰顺县砂田学校大队 601中队

吴妍婷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吴  冰 少先队丰顺县第一中学大队 801中队

彭穗娴 少先队丰顺县第一中学大队 701中队

刘思垚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刘锦芬 少先队丰顺县第一中学大队 801中队

张志铭 少先队丰顺县第一中学大队 801中队

蓝思淇 少先队丰顺县第一中学大队 801中队

谢乐琦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采芝小学大队 301中队

林钦淳 少先队丰顺县砂田学校大队 603中队

刘  妍 少先队丰顺县砂田学校大队 302中队

林咏楠 少先队丰顺县砂田学校大队 301中队

杨思茹 少先队丰顺县砂田学校大队 601中队

邱悦晨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忠实教学点201中队

徐怡鑫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11中队

钟  豫 少先队丰顺县砂田学校大队 102中队

林梦捷 少先队丰顺县砂田学校大队 602中队

陈雨欣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大山背小学大队 301中队

冯煜晨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大山背小学大队 301中队

邹佑宁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大山背小学大队 5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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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文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大山背小学大队 301中队

罗雅琪 少先队丰顺县砂田学校大队 502中队

刘瀚棋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林溢潍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大队 103中队

吴培蕾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大山背小学大队 501中队

甘君楹 少先队丰顺县建桥中学大队 802中队

朱锦江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金溪小学大队 601中队

蔡佳彤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罗梓超 少先队丰顺县建桥中学大队 804中队

陈梓嘉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陈梓诚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宇飞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吴慧淇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金溪小学大队 602中队

廖镇炜 少先队丰顺县砂田学校大队 202中队

彭胤涵 少先队丰顺县砂田学校大队 201中队

胡泽涛 少先队丰顺县茶背学校大队 501中队

徐心延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侨思小学大队 402中队

徐慧芝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侨思小学大队 301中队

杨家晟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金山小学大队 401中队

徐尉焜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侨思小学大队 201中队

张钰琳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金溪小学大队 202中队

徐卓雅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侨思小学大队 4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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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琳薇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镇新南小学大队 501中队

徐嘉蓉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侨思小学大队 501中队

彭  樾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01中队

张金萱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11中队

张伟健 少先队丰顺县茶背学校大队 704中队

陈镇夷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01中队

江可欣 少先队丰顺县茶背学校大队 502中队

朱  涛 少先队丰顺县径门学校大队 601中队

徐华坤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平阳小学大队 302中队

吴桐桐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金溪小学大队 401中队

何梓默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徐蕊琪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忠实教学点403中队

朱煜煜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陈紫炘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杜子衍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徐培丰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黎峰小学大队 401中队

曾钰镔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忠实教学点301中队

杨  赫 少先队丰顺县砂田学校大队 503中队

陈  蕾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冯文扬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陈可柔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15中队

巫柏欣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平阳小学大队 2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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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干茜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邱焱坤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忠实教学点503中队

陈  辰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邱煜杨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金溪小学大队 402中队

魏以萱 少先队丰顺县上八乡学校大队 501中队

杨雯雯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忠实教学点502中队

赖思琪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忠实教学点402中队

巫柳雯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平阳小学大队 202中队

李思怡 少先队丰顺县茶背学校大队 302中队

吴炫孜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东里小学大队 501中队

蔡润恺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刘宣宣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益草教学点 201中队

李锦炀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明新教学点403中队

朱润熙 少先队丰顺县茶背学校大队 704中队

汪玉镔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覃烨桢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后安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雨锐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明新教学点602中队

李雨铭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明新教学点602中队

魏佳伟 少先队丰顺县上八乡学校大队 301中队

陈  佳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陈樽炜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大山背小学大队 402中队  

徐艺欣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大山背小学大队 5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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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渝琳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大山背小学大队 301中队  

邱陈玥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大山背小学大队 401中队  

刘俊誉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益草教学点 201中队

徐熙毓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黎峰小学大队 601中队

陈梽樋 少先队丰顺县潘田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徐鑫俊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侨育小学大队 401中队

徐雨晨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东兴小学大队 302中队

邱钰城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东兴小学大队 403中队

徐芳菲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东兴小学大队 303中队

刘佳慧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东兴小学大队 503中队

徐紫妍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东兴小学大队 403中队

陈玮锋 少先队丰顺县上八乡学校大队 201中队

罗梓惠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刘宇轩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罗静怡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604中队

徐子琪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401中队

冯  琳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303中队

黄烨瑶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明新教学点601中队

罗凯捷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罗雅雯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镇育中小学大队 501中队

罗雅晴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罗  以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镇四维小学大队 6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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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潇扬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罗文仪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罗琳妮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镇培才小学大队 601中队

罗乐冰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罗威俊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罗智欢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陈馨意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402中队

罗莞怡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201中队

罗芷彤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镇培才小学大队 202中队

罗雨婷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镇培才小学大队 501中队

蔡安心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601中队

罗  桐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镇四维小学大队 301中队

罗坤逸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镇四维小学大队 602中队

罗佳琦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镇四维小学大队 601中队

朱嘉怡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204中队

罗俊祥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镇四维小学大队 401中队

陈  睿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401中队

陈钰璇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403中队

罗敏琪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镇育中小学大队 401中队

陈昕怡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503中队

罗梓鸿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503中队

刘  瑶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1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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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梓淳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105中队

马  烨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302中队

王丁瑾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501中队

张文涛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301中队

罗兆宇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404中队

刘思妮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魏佩榕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张  皓 少先队丰顺县千顷学校大队 601中队

黄璟鹏 少先队丰顺县千顷学校大队 601中队

刘梓渝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镇实验小学大队 501中队

刘  渝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镇实验小学大队 405中队

彭雨淳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吴静怡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朱锦鸿 少先队丰顺县茶背学校大队 602中队

江  键 少先队丰顺县茶背学校大队 602中队

刘高煜 少先队丰顺县茶背学校大队 401中队

廖政轩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郑  烊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周子钦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刘佳烨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茅园小学大队 401中队

陈皓东 少先队丰顺县东留中学大队 701中队

叶芯怡 少先队丰顺县东留中学大队 7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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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梓豪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杨  鹏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谢斯颖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万安小学大队 501中队

张馨月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茅园小学大队 601中队

王  颖 少先队丰顺县建桥中学大队 701中队

彭淏然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王荣钰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郑雨涵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万安小学大队 601中队

郑雨馨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万安小学大队 401中队

黄馨妍 少先队丰顺县潭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官沁桐 少先队丰顺县潭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吴思辰 少先队丰顺县潭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张林轩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黄云珏 少先队丰顺县埔寨镇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曾祖琳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3中队 

刘  萱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镇仙洞小学大队 401中队

欧阳佳妮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罗晓敏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五华县

陈  铭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203中队

赖悦煊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302中队



- 137 -

黄禹凯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10中队

温羡画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大坑小学大队 201中队

李  涛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11中队

张  池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3中队

廖裕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203中队

丘益豪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5中队

甘烽莹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钟柳琼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9中队

林  欢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9中队

周慧婷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5中队

宋品乐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405中队

李煜聪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7中队

赖艺辰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赖雨琪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7中队

周  静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6中队

周妍然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5中队

古俊权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嘉靖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5中队

胡伟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中学大队 803中队

周  彬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1中队

范迦南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4中队

钟明秀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7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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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佳怡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403中队

蓝梓诺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10中队

魏  滢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11中队

张轩豪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8中队

赖鸿锐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604中队

李松燊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604中队

温素燃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202中队

魏嘉辉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506中队

温怡清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702中队

廖  睿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203中队

张佳琪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1中队

古兴强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501中队

廖  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203中队

宋  媛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302中队

古诗沁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社径教学点 601中队

朱绮艳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702中队

曾志文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802中队

陈俊基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上官梦祺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503中队

钟莹莹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502中队

刘晓熔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黄启宏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6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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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妤渊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201中队

古志聪 少先队五华县潭江中学大队 706中队

古煊钧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黄  磊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402中队

廖煜斯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304中队

钟佳瑜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洞口小学大队 301中队

邹顺琳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中学大队 707中队

曾泓杰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李果彤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9中队

钟伟兰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10中队

宋  坛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4中队

严子馨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7中队

蓝海洋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5中队

李翰华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206中队

郑  婷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4中队

邓佳毅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杨亮珠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5中队

李熠洋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琬晴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5中队

黄  洁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洞口学校大队 402中队

谢文翔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1中队

曾域河 少先队五华县长布镇第一小学大队 5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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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缘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5中队

张志鹏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3中队

曾  嘉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801中队

曾  羿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602中队

朱裕樊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705中队

李征宇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6中队

杨明珠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4中队

张锐权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林欣瑗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刘炜翔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李霁洋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2中队

陈锐涛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103中队

颜皓文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103中队

廖筱璐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刘子轩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5中队

廖静怡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张佳炜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9中队

陈雅婷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101中队

李智凯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108中队

李志航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303中队

廖嘉锐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3中队

张书涵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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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娜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周志城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104中队

张  扬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503中队

李子晨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李泳霖 少先队五华县河东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温乐琦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1中队

廖煜娜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彭慧银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5中队

马湘滢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207中队

余歆垚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1中队

余歆泺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105中队

陈雅婷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101中队

陈怡琳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8中队

张佳佳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陈碧均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204中队

张佳炜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9中队

廖茂军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廖嘉燕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廖文彬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钟培元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2中队

余歆泺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105中队

杨伊凌 少先队五华县河东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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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丹苹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李艾桐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3中队

廖冬霞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古淑荧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徐福妍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608中队

冯依婷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3中队

卓涵予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501中队

张家煌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彭达棠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602中队

周乐妍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608中队

李梓薇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李钰晴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104中队

张  钦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李梓嫣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206中队

蓝  玥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603中队

陈思奇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1中队

赖琳娜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604中队

陈欣悦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2中队

魏利珊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407中队

何淑敏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502中队

温梓彬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2中队

廖子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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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渝文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10中队

李尚书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306中队

李恩馨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502中队

廖婉柔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古棋渊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吴映仪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4大队

廖正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钟俐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廖雨霏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杨建宏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3中队

廖国涛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李  铃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7中队

刘秉权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602中队

张  伟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3中队

周启扬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101中队

徐启梁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廖文浩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廖锦怡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张君怡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蔡梓琪 少先队五华县河东镇第一小学大队 304中队

廖嘉琳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廖玉萍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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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亮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彭慧银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5中队

黄敏熙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3中队

万祖年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4中队

张昕冉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4中队

陈紫明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黄沙教学点 601中队

张嵛轩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4中队

谢杨文 少先队五华县河东镇第一小学大队 204中队

黄伊然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4中队

杨宏睿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3中队

李智凯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108中队

陈思洋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黄沙教学点 501中队

张瑗珊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中学大队 703中队

李泳月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中学大队 803中队

宋梓琦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403中队

李煜扬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3中队

钟紫萱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2中队

龙芊妤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睦贤小学大队 101中队

廖书瑶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黄茗菲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5中队

龙嘉琪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睦贤小学大队 601中队

古堉钦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108中队



- 145 -

赖锶贤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6中队

李熠城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6中队

钟政杰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6中队

陈佳欣 少先队五华县河东镇第一小学大队 507中队

张子洋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306中队

赖佳祺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305中队

古锐佳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305中队

范宇航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104中队

邹名楷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余歆垚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1中队

魏均皓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303中队

李佳其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5中队

魏杞丞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206中队

叶大锦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303中队

徐雨嫣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4中队

张幸梓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6中队

周欣怡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4中队

黄敏熙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3中队

朱奕霖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201中队

魏海鑫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6中队

曾悦欣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310中队

钟雅琪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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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煜杰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304中队

刘泳琴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廖均辉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张洪铭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6中队

廖胜斌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曾钰翔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303中队

黄  睿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6中队

李美淇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5中队

魏润媛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3中队

周逹豪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3中队

廖  扬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3中队

万祖年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4中队

刘煜涵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6中队

张幸鑫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203中队

杨灵萱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3中队

邹梓焓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4中队

戴嘉颐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308中队

戴梓轩 少先队五华县河东镇第一小学大队 507中队

邹家佳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202中队

范宇璇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3中队

钟小晴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301中队

缪文吉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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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美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104中队

李  柔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家瑶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3中队

曾梓洋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6中队

周怡婷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203中队

周欣怡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4中队

陈嘉程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102中队

李  源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606中队

周文怡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3中队

李一诺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205中队

李秋仙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5中队

李润莹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3中队

赖思静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3中队

钟惠晨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505中队

廖慧强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徐文娜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邹怡钧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204中队

廖俊垲 少先队五华县河东镇第一小学大队 204中队

张书雨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101中队

黄宇轩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302中队

魏辰霖 少先队五华县河东镇第一小学大队 501中队

张圣焱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4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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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呐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6中队

李莅堔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204中队

曾宝莹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6中队

曾  雨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405中队

谢骐硕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4中队

李宇宸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401中队

钟昊杰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306中队

李梓威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6中队

温思洁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4中队

张  奕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4中队

张映煌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302中队

张炜浩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302中队

李柔瑶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202中队

张  涛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东礼小学大队 601中队

周君睿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1中队

徐祖烨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3中队

徐梓彬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3中队

蔡思淇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1中队

黄淳坤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507中队

周思怡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1中队

刘梓凌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602中队

温钦明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8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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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钧壕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106中队

谢昕怡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2中队

曾梓妍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202中队

李怡佳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207中队

蓝  翔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504中队

刘炜翔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黄启竑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106中队

胡潇涵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伏溪小学大队 102中队

李家睿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602中队

龙洁莹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睦贤小学大队 201中队

温杏秦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大坑小学大队 401中队

刘致衔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303中队

朱文彬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1中队

龙剑中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睦贤小学大队 301中队

龙燚莹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睦贤小学大队 401中队

曾钰珊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203中队

林梓晴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周东燕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408中队

赖洛彤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304中队

陈雨萱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604中队

刘张新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陈欣柔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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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紫涵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3中队

张锐权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李  婷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4中队

林姝妍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207中队

李闰镔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402中队

潘景霖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李钰婷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雅轩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5中队

叶姝祺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402中队

曾冠杰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303中队

李雨欣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509中队

温美燚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703中队

温俊彬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402中队

王梓莹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李伊铃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208中队

钟南浩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2中队

刘梦婷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杨致淇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507中队

龙鸿钦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睦贤小学大队 301中队

温晓瑜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大坑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烨敏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黄  渝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5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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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庚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张静莉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  榕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301中队

蔡佳睿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302中队

蓝焕权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6中队

李雨彤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3中队

温泓锋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701中队

钟瑞清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周兰舒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1中队

陈  好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509中队

张煜婷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201中队

李熙晨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304中队

廖菲菲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林雪柔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曾嘉蓉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203中队

李  蜜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2中队

陈彦臻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4中队

张梦妮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301中队

曾文淏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405中队

蓝思绮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5中队

谭楚柔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6中队

张子瑜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3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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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洛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2中队

温子霞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大坑小学大队 401中队

廖家豪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2中队

谢  颖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古思源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505中队

钟乐洋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2中队

古  灵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703中队

曾逸阳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李志浩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501中队

李林泽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604中队

古雯璐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307中队

周梦瑶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604中队

黄紫岚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202中队

邓晨珂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4中队

陈幸祺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1中队

张雨宸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温淑倪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大坑小学大队 501中队

张智铭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钟书榆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刘梓敏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  政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6中队

张雨晗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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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语嫣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702中队

温洁渝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大坑小学大队 401中队

温思彤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大坑小学大队 301中队

古世嘉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309中队

万家锐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204中队

古芙菱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大坑小学大队 201中队

温善娴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大坑小学大队 401中队

陈梓烨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5中队

谢子杰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307中队

陈淇鑫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1中队

邹曼灵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太和小学大队 301中队

邹瑞林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太和小学大队 501中队

曾子逸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7中队

钟祺胜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110中队

张志涌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503中队

李锶琪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301中队

魏坤楠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508中队

魏东媛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504中队

龙嘉雯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睦贤小学大队 601中队

邹碧容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太和小学大队 601中队

刘佳瑜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204中队

周益禾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507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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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201中队

胡博杰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308中队

周宝康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103中队

李文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301中队

邱炳城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202中队

詹涛闻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6中队

李雅菲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209中队

黄钰柔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梅东教学点 101中队

赖威豪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403中队

钟雯钰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406中队

邓智玲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305中队

丁  航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406中队

陈信帆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102中队

陈紫灵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9中队

徐坤鹏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110中队

曾嘉淇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408中队

张煜均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405中队

廖熠婷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403中队

廖雨晴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4中队

冯佳豪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9中队

廖翔彬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102中队

胡鸿涛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伏溪小学大队 3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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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顺琪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梅东教学点 501中队

黄金淮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梅东教学点 401中队

黄桂昌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梅东教学点 301中队

胡思棋 少先队五华县洑溪学校大队 302中队

曾梓阳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2中队

曾鑫凯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02中队

张嘉乐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6中队

刘芊姿 少先队五华县洑溪学校大队 301中队

温怡清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702中队

张雅怡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6中队

廖子滢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陈菲菲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604中队

廖韵洁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陈芸汐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101中队

黄梦怡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梅东教学点 201中队

魏慧悦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9中队

廖炜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张雨萱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402中队

徐嘉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陈俊霖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104中队

周伟桉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20中队

古恩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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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舒娴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刘蓥滢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林静萍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党幸伦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7中队

谢美玲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张依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严奕凡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6中队

刘沅峰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魏慧悦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9中队

钟子乐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22中队

张子涵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101中队

陈佳欣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7中队

甘梦雨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廖岚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彭洁媛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宣优教学点 601中队

彭俊钦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宣优教学点 201中队

廖怡娜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廖子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廖富煜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赖锦燚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张国旺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陈尚君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3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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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小强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梅南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佳琪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2中队

彭梓柔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宣优小学大队 301中队

古丽榕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201中队

古思敏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202中队

古晓溶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602中队

古耀境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401中队

古玉坛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401中队

邹凯悦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601中队

宋瑾榆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张志伟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张  锐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古玉坛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401中队

冯立轩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曾妙果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407中队

古静怡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二小学大队 601中队

古梓涛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201中队

宋冰淇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604中队

张  帆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604中队

何思镕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203中队

陈尚涛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603中队

古耀境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4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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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锐杰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廖胜榆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古贵贤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梅南小学大队 301中队

冯佳慧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邓宇涵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402中队

谢  锴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302中队

彭晨一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404中队

古兆恩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502中队

上官媛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4中队

胡欣怡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1中队

廖  丹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邓秋莉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1中队

刘焘嵘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503中队

黄意翔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504中队

张航睿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嘉怡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201中队

冯汇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宋  娜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古静茹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603中队

徐胜丰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李铭轩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107中队

彭宇铭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5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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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富康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梅南小学大队 401中队

古国玉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陂坑小学大队 301中队

黄龙祥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马子轩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邓煊蕾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1中队

丘卓妮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501中队

陈俊炫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604中队

黄芯灵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201中队

古嘉缘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602中队

陈思为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204中队

廖睿杰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402中队

宋  妍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601中队

古丽榕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201中队

邹凯悦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  宁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古琪琪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社径教学点 301中队

甘吉昌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503中队

张  婷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201中队

宋文嘉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302中队

陈怡婷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604中队

宋钰颖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202中队

张剑豪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2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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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卫杰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504中队

邱思瑶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404中队

张钰婷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601中队

刘欣昌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502中队

廖媛媛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304中队

钟雨纯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602中队

甘晨佑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203中队

张晓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501中队

黄雅萱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204中队

李子灵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602中队

古晓溶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602中队

张骞尹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402中队

胡淳翔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402中队

张嘉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婉晴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陈钰东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1中队

张紫淇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4中队

张映煌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302中队

廖怡晴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402中队

徐锐昌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古采霞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二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佳琪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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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锐杰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104中队

廖伟思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2中队

张金凤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201中队

陶怡芯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张慧银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401中队

胡佳怡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李涛岳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张文丽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201中队

张梓浩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105中队

古思情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二小学大队 502中队

张咏萱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201中队

古雨琦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304中队

陈雅露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105中队

张君强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401中队

张宝兰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302中队

陈静玲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黄宝才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3中队

张翠琴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嘉琪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302中队

李涛岳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温淑梅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大坑小学大队 601中队

古婷花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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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浪涛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刘清涵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108中队

邓艾巧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3中队

廖嘉颖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3中队

叶林谕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802中队

邓  颖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703中队

曾玉兰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705中队

李双婷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802中队

冯语菡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102中队

陈思瑜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张洪志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302中队

陈梓彤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4中队

邓怡嘉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廖滢滢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张堡烨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203中队

张宇昊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402中队

古林锋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廖文珊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304中队

廖亿冰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张汇枫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402中队

古语嫣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邹  剑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7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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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舒雅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102中队

郑舒婷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404中队

张嘉颖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601中队

黄婷香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402中队

温馨红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大坑小学大队 601中队

胡丹丹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张耿明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朱薏阳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404中队

古俊达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古淑敏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古盈盈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欣妍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龙澜清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903中队

张晨赫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7中队

古彤彤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古锦敏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邹焕炬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张梦铃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李军辉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古柳赏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邓  洋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103中队

张焕玲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8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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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悦帆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105中队

张玉琴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福岭小学大队 402中队

陈  柯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305中队

邓怡乐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305中队

古嘉缘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李  丽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邓  霖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102中队

温羡乐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大坑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  雨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2 中队

胡  茵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102中队

张宸铭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102中队

张伟杰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张佳欢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张炣维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102中队

李佳兴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魏妍冰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胡智锋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5中队

刘  静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李炜钦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6中队

邹睿翔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302中队

张思榆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5中队

陈旻敏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1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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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凯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李雨汐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107中队

刘垭楠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203中队

张金宝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古雨婷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温锦宇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温正悦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302中队

张诗怡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 102中队

刘烨铭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温家铭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冯柳涛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廖文文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陈熠娥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钟丽花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804中队

古穆林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203中队

古  怡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703中队

温晓璇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703中队

刘艳雯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古  森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503中队

曾欣妍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204中队

温雅煊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302中队

温思镅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5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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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巧银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502中队

陈怡馨 少先队五华县洑溪学校大队 102中队

胡雨佳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伏溪小学大队 101中学

胡剑雄 少先队五华县洑溪学校大队 501中队

李  剑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温冠忠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大坑小学大队 401中队

钟瑾瑜 少先队五华县洑溪学校大队 502中队

陈德宇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温俊炜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201中队

李思铷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602中队

周偌琳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302中队

廖紫娜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301中队

林程煜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亦奕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3中队

张幸辉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胡  婷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6中队

胡展源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冯雪婷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赖嘉骏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4中队

温  格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张芯瑜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古棋珊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10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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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宸逸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廖颖清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104中队

胡  芯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3中队

陈佳佳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7中队

赖雨菲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101中队

陈宇浩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李淑楠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陈睿洋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曾赛菲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704中队

李梓荧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407中队

朱婉秋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701中队

张子雨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703中队

张  婷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801中队

邓宇鹏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703中队

邓炜婷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701中队

张  键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705中队

张时坤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705中队

胡宸逸 少先队五华县洑溪中学大队 703中队

范载垚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10中队

张书恩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404中队

戴震洋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2中队

张宇铭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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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雯莉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余思琪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曾煜洋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504中队

胡颖滢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3中队

李昌锴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409中队

李怿璟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7中队

李翠芳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607中队

魏伊璐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6中队

魏静涵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503中队

彭一和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一小学大队 601中队

张浚楷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6中队

陈林涛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刘夏瑶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张乔琳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古  懿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一小学大队 504中队

古文昊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一小学大队 404中队

邹育滨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一小学大队 403中队

李昊明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一小学大队 204中队

甘琬灵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一小学大队 202中队

杨政垚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一小学大队 504中队

邹渝芊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邹艳阳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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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依楠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古俊涛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第一小学大队 404中队

罗海恒 少先队五华县黄狮小学大队 502中队

邓燕萍 少先队五华县黄狮小学大队 502中学

胡佳敏 少先队五华县洑溪学校大队 602中队

胡苏静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东礼小学大队 601中队

李秋妍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304中队

胡静怡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东礼小学大队 502中队

朱鸿辉 少先队五华县黄狮小学大队 601中队

陈佳楠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304中队

吴思霖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303中队

张嘉乐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邹艳阳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6中队

张诗琴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4中队

古佳欣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卢志楷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6中队

张骜鑫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201中队

徐光源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303中队

李滨宇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303中队

魏钦灵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304中队

温梓帆 少先队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 203中队

陈  颖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东礼小学大队 6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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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李钰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中学大队 803中队

吴周慧 少先队五华县中兴学校大队 402中队

张  亮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温雨婷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702中队

温炽增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701中队

曾  琳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405中队

吴菲扬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镇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黄  皓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李宇腾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5中队

罗  霖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503中队

徐昊图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603中队

胡欣怡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东礼小学大队 602中队

张锐航 少先队五华县长布镇第一小学大队 601中队

刘政权 少先队五华县长布镇第一小学大队 203中队

邓佳瑜 少先队五华县长布镇第一小学大队 602中队

曾婧琪 少先队五华县长布镇第一小学大队 202中队

曾思哲 少先队五华县长布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周莉灵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303中队

黄子彬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202中队

温懿凡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古钰菲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张熠恺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4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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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逸霖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304中队

邓  莉 五华县罗湖黄岗实验学校大队 602中队

古振坤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501中队

曾奕翔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202中队

李章恺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604中队

宋晓雪 少先队五华县梅林镇第一小学大队 301中队

曾  洁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506中队

张昊阳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5中队

邓  阳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5中队

吴爱林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604中队

温  暖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2中队

曾楷瑞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5中队

陈铭圳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304中队

廖子涵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601中队

古巧玉 少先队五华县华阳镇北琴小学大队 401中队

张欢怡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张雅婷 少先队五华县五华中学大队 702中队

吴晨浩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镇第一小学大队 401中队

钟炜国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703中队

张凌雅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6中队

张  芯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306中队

黄涵栋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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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铭洋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402中队

黄  昱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古婉芸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李益星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李  伊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405大队

陈文涛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刘艺涵 少先队五华县萃文中学大队 701中队

李广旭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606中队

余昊泽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509中队

刘家燊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4中队

何紫涵 少先队五华县第五小学大队 505中队

严嘉铭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5中队

黄俊康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4中队

魏晨龙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9中队

宋翰熹 少先队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 715中队

刘嘉祺 少先队五华县华东中学大队 810中队

朱筱欢 少先队五华县华东中学大队 813中队

廖晓华 少先队五华县华东中学大队 711中队

张  扬 少先队五华县华东中学大队 711中队

刘应钦 少先队五华县潭江中学大队 707中队

李佳宇 少先队五华县华东中学大队 711中队

陈汉良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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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锦根 少先队五华县华东中学大队 813中队

周子淇 少先队五华县横陂镇第一小学大队 501中队

古智源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学少小学大队 6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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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梅州市 2021—2022 年度“红领巾奖章”

集体三星章（大队）名单

梅江区

少先队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梅江区嘉应中学大队

少先队梅江区肩一小学大队

少先队梅江区美华小学大队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少先队梅江区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梅县区

少先队梅县区白渡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梅县区丙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梅县区高级中学大队

少先队梅县区畲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中学大队

少先队梅县区宪梓中学大队

少先队梅县区新民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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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梅县区扶贵小学大队

少先队梅县区城东镇中心小学大队

兴宁市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少先队兴宁市兴城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兴宁市刁坊学校大队

少先队兴宁市岗背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兴宁市坪洋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兴宁市下堡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兴宁市叶塘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平远县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少先队平远县东石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平远县平远中学大队

蕉岭县

少先队蕉岭县桂岭学校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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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蕉岭县蓝坊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蕉岭县镇平小学大队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大埔县

少先队大埔县茶阳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大埔县城东实验学校大队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少先队大埔县虎山中学大队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丰顺县

少先队丰顺县广育小学大队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实验小学大队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仙洞小学大队

少先队丰顺县茅园小学大队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中心东里小学大队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培才小学大队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第二中心小学学校大队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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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

少先队五华县双华镇第一小学大队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少先队五华县转水中学大队

少先队五华县金龙小学大队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小学大队

少先队五华县潭下镇第一小学大队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小学大队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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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梅州市 2021—2022 年度“红领巾奖章”

集体三星章（中队）名单

市  直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710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814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 815中队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101中队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大队 102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梅雁中学大队 701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梅雁中学大队 702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梅雁中学大队 703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梅雁中学大队 704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梅雁中学大队 705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梅雁中学大队 706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梅雁中学大队 707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梅雁中学大队 708中队

梅江区

少先队梅江区白宫学校大队 402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伯聪学校大队 2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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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梅江区城北镇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 408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403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 407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203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307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江南育才小学大队 502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金山小学大队 501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407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 506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206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1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梅州中学大队 701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203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芹洋学校大队 102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402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人民小学大队 406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 603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元城小学大队 301中队

少先队梅江区长沙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201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实验小学大队 108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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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县区

少先队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 509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扶大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404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大坪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上官塘水库小学大队 601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石坑镇中心小学大队 503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 306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梅州实验学校大队403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第一职业学校附属小学大队 501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松源中学大队 704中队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404中队

少先队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 204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 402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华侨中学大队 709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特殊教育学校大队高年级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南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梅北中学大队 702 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 502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隆文镇中心小学大队 50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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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梅县区石扇镇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同仁北实新世纪学校大队 301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县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409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程江镇中心小学大队 507中队

少先队梅县区华业外国语学校大队 302中队

兴宁市

少先队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 506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第二小学大队 505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 208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第十小学大队 502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汉芬小学大队 402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大坪中心小学大队 406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岗背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罗浮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石马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水口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新陂中心小学大队 505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坭陂中心小学大队 405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水西学校大队 501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 4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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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兴宁市田家炳学校大队 505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黄岭小学大队 401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广梅园小学大队 302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兴民中学大队 802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齐昌中学大队 802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沐彬中学大队 701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新圩中学大队 701中队

平远县

少先队平远县第一小学大队 406中队

少先队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 204中队

少先队平远县第三小学大队 301中队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506中队

少先队平远县城南小学大队 402中队

少先队平远县仁居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少先队平远县大柘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少先队平远县平远中学大队 701中队

少先队平远县坝头学校大队 501中队

少先队平远县泗水学校大队 501中队

蕉岭县

少先队蕉岭县城东学校大队 5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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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蕉岭县蕉城镇中心小学大队 401中队

少先队蕉岭县桂岭学校大队 202中队

少先队蕉岭县桂岭学校大队 406中队

少先队蕉岭县蕉华田家炳小学大队 301中队

少先队蕉岭县三圳镇中心小学大队 202中队

少先队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 401中队

少先队蕉岭县人民小学大队 508中队

少先队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大队 403中队

少先队蕉岭县友邦小学大队 204中队

少先队蕉岭县友邦小学大队 302中队

少先队蕉岭县北磜学校大队 601中队

大埔县

少先队大埔县百侯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少先队大埔县城东实验学校大队 509中队

少先队大埔县大麻镇中心小学大队 602中队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 303中队

少先队大埔县枫朗镇中心小学大队 402中队

少先队大埔县高陂实验学校大队 605中队

少先队大埔县湖山学校大队 709中队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大队 805中队

少先队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 30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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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大埔县西河镇中心小学大队 302中队

少先队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 503中队

少先队大埔县大埔第二小学大队 405中队

少先队大埔县家炳第一中学大队 801中队

少先队大埔县虎山中学大队 701中队

丰顺县

少先队丰顺县八乡山学校大队 601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大同学校大队 302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东留中学大队 701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丰良中学大队 707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丰顺中学大队 805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第二中心学校大队 502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601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留隍第一中心小学大队 502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采芝小学大队 301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球山中学大队 701中队队

少先队丰顺县三友中学大队 803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中学大队 703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中学大队 710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汤南镇新联小学大队 401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汤西中学大队 7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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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丰顺县小胜中心小学大队 301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金山小学大队 601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汤坑镇第二小学大队 501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实验小学大队 305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东海中学大队 701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建桥中学大队 705中队

少先队丰顺县茶背学校大队 801中队

五华县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和小学大队 601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和小学大队 301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和小学大队 501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702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洞口学校大队 802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201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龙村镇第一小学大队 202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507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第三小学大队 605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一小学大队 406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小学大队 203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小学大队 302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小学大队 40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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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小学大队 403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小学大队 502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小学大队 503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安流镇第三小学大队 602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105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204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505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第二小学大队 604中队

少先队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 404中队


